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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0—019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公司部【2020】第 36 号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近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送达的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36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函件要求，

安排相关回复工作。相关回复内容如下： 

2020 年 3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向公司股东免费赠送消毒灭菌纸巾及民用

一次性口罩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决定以免费的方式向截止 2020 年 3 月 20 日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你公司股

份的每位股东赠送你公司子公司零度大健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零度大健康”）产品二代灭菌纸巾相关产品以及委托生产的民用一次性防护口

罩一份，本次免费赠送活动预算不超过 100 万元，并将该费用将列入你公司本

年度营业外支出。 

此外，你公司于 2 月 3 日披露《关于向武汉等地捐赠物资用于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防控的公告》显示，你公司拟在未来两个月内向武汉红十字会及深圳慈

善会等机构捐赠第二代灭菌纸巾 20 吨及消毒灭菌口罩 100 万只；2月 26 日，你

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惠州市隆合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采购口罩生产

设备的公告》显示，零度大健康与惠州市隆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合

科技”）签订了《销售合同》，零度大健康向隆合科技采购口罩制造机器 3 台，

设备交期为 20-25天，自卖方收到买方支付的全额预付款到账次日起算；3月 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零度大健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与江苏业

勤服饰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零度大健康

与江苏业勤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业勤”）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

委托江苏业勤生产加工民用一次性口罩（防护口罩），订单数量为 10 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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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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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部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1. 根据你公司相关公告，前期你公司向武汉红十字会及深圳慈善会等机构

捐赠第二代灭菌纸巾 20 吨及消毒灭菌口罩 100 万只，但截至目前仍未完成，以

及相关口罩生产设备尚未到位，委托加工数量有限等情况下，你公司决定向股

东免费赠送消费灭菌纸巾及民用一次性口罩。请详细说明你公司目前是否具备

相关捐赠的物资基础，以及在未完全具备相关物资情况下，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的行为是否足够审慎、客观，是否具备切实的可行性；以及结合你公司近年主

营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相关公告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刻意炒作“口罩”

概念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20年 2月 3日披露了《关于向武汉等地捐赠物资用于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防控的公告》，公司拟两个月内向武汉红十字会及深圳慈善会等机构捐赠

第二代灭菌纸巾 20 吨及消毒灭菌口罩 100 万只。其中，二代灭菌纸巾为“Tenou

消毒杀菌手帕纸巾”及“Tenou 消毒杀菌抽式纸巾”，消毒灭菌口罩为 “Tenou

消毒杀菌口罩纸巾二合一”。公告前公司审慎客观的对产品库存量、代工厂的产

能等进行可行性测算。根据二代灭菌纸巾库存 5吨（零度大健康于 2020 年 2 月

初采购）及代工厂二代灭菌纸巾及消毒杀菌口罩纸巾二合一合计日产量为 96 吨

测算，本次捐赠安排合理可行。捐赠工作确认后公司已完成第一批二代灭菌纸巾

5吨的捐赠工作。2020 年 2 月 22 日零度大健康与代工厂广西桂海金浦纸业有限

公司签订合同安排生产二代灭菌纸巾系列产品 100 吨，截止目前代工厂已完成

70 吨二代灭菌纸巾（包括手帕纸巾 10 吨约 483,200 包、60 抽消毒灭菌纸巾 15

吨约 251,500 包、100 抽消毒灭菌纸巾 45吨约 337,500 包）及 30 吨消毒杀菌口

罩纸巾二合一（约 1,480 万片（约 185,000 盒））的生产，正在分批进行包装及

验收入库工作。公司目前已具备捐赠物资的基础。 

公司近年来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及房屋租赁，该项业务保持相对稳定，年营

业收入稳定在 4000 万元左右，但业务体量较小，为此公司积极尝试拓展新的盈

利点，增强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2019 年 12 月 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零度大健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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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公司获得日本 Eleten 株式会社（注 1）颁发的《授权书》（特许第 6598333

号）取得纳米胶囊零度分解技术及干式生活杀菌纸巾专利技术授权，授权使用期

间：201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4 日。目前二代灭菌纸巾及消毒杀菌口

罩纸巾二合一为主要产品。零度大健康正着力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实现产品升级及

多元化布局。公司涉足大健康产业，为进一步推进产业转型战略，不存在误导投

资者、刻意炒作“口罩”概念的情形。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7 日登报披露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惠州市隆合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采购口罩生产设备的公告》，

按照合同约定，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6 已支付第一笔款项 117.12 万元（总价款

80%含税），目前设备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内尚未交付。鉴于口罩生产设备市场供

需关系、价格波动以及不可抗力事件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双方对合同进行必要

的调整或设备未能按时交付的不确定性。 

 

2.请详细论证你公司向股东免费赠送消费灭菌纸巾及民用一次性口罩行为

是否属于实务股利派发，如是，请详细说明有关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请你

公司聘请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本次公司向股东免费赠送消毒灭菌纸巾及民用一次性口罩主要目的是为感

谢广大股东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及支持全民抗击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关爱公司全体股东。申领安排上，每位符合申领要求的股东无论持股数量均可自

愿申领同等数量的赠送物品，赠送方式不具备股利分派按照不同持股比例分派对

应比例股利的性质，同时股东即使具备申领资格但未在规定登记时间申领将不能

取得赠送物品的安排亦区别于股利分派。因此公司认为本次赠送行为不属于实物

股利分派。 

律师意见： 

经核实全新好公司提供的与其向股东免费赠送消费灭菌纸巾及民用一次性

口罩等产品有关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赠送产品的清单、数量、价值等），通过

向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问询，结合公司的意愿，本所律师倾向于认为： 

首先，公司开展本次活动的初衷旨在宣传公司产品，关爱公司股东。公司通

过向股东免费赠送公司产品的方式，关爱公司股东，同时为公司产品加大宣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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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升公司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本次活动的寄送清单中包含公司及产品的宣

传册，由此也印证了本次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宣传公司产品。 

其次，本次活动的产品派发数量、价值是有限制的，本次活动预算不超过

100 万元，包含产品、宣传册及给各位股东配送发运产品的快递费用。符合申领

资格的股东如未在活动规定的申领期间进行登记，则不能领取到本次活动的赠送

物品。并且，每份赠送物品的产品数量、类型和价值是固定的，并不会因股东持

股数量较多而多发赠送物品，即本次活动并非根据股东持股数额发放赠送物品。

前述赠送安排不符合股利派发的性质。 

此外，考虑到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宣传公司产品和关爱公司股东，而非派发

实物股利，故本次活动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审批通过，未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且本次活动公告并无相关派发实物股利的表述。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本次公司向股东免费赠送消费灭菌纸巾及民用一次性

口罩的行为不属于实物股利派发。 

 

3. 结合你公司目前登记在册的股东人数，请详尽补充说明你公司关于本次

赠予事项的具体安排，包括不限于派发时间、具体数量、派发形式等。特别是

详尽说明在本次赠送物资 100 万总预算内，计划向每位股东赠送的产品价值以

及领取数量限制，并说明你公司拟向股东赠送的物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产品结构、产品规格、生产许可证、产品注册号、执行标准号、适用范

围、主要性能等。 

公司回复： 

本次赠送事项具体安排如下： 

截止 2020年 3月 20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每位股东，均可通过公司指定登记方式免费申领二代

灭菌纸巾相关物品及民用一次性防护口罩一份，具体物品为：Tenou 手帕纸一条、

Tenou 口罩纸巾二合一一盒、Tenou 一次性防护口罩一包。本次活动申领登记时

间：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3月 22日 24:00 时。开始配送时间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配送方式为邮寄快递方式。为确保预算准确性公司按照最近一期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名册股东数量 17154 人预算，符合要求股

东无论持股数量均可申领前述物品一份，平均每份价值 45 元（不包含宣传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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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位股东配送发运产品的快递费用），赠送物品详细信息如下表格： 

名称 Tenou 手帕纸 Tenou 口罩纸巾二

合一 

Tenou 一次性防护

口罩 

包装数量 一条（8包装） 一盒 4 包 20片/包 一包 5 片 

产品规格 205mm*208mm（3 层） 170mm*190mm（4层） 170mm*90mm 

材质 原生木浆 原生木浆 无纺布 

生产许可证 粤卫消证字【2016】

第 1333 号 

粤卫消证字【2016】

第 1333 号 

不适用 

产品注册号 4573430531018 4573430531018 不适用 

执行标准号 GB15979 GB15979 不适用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

No:SCTT20030567 

（注 3） 

检测报告

No:SCTT20030567 

（注 3） 

检验检测报告：

STFWT20201864

（注 2） 

适用范围 消毒杀菌、伤口擦

拭、洁面卸妆、食

物包裹、餐具清洁、

私密护理等 

消毒杀菌、伤口擦

拭、洁面卸妆、食

物包裹、餐具清洁、

私密护理等 

成人日常生活、出

行、工作防护使用 

主要性能 内含纳米胶囊包裹

苯扎溴铵溶液（国

药准字：

H36020024） 

内含纳米胶囊包裹

苯扎溴铵溶液（国

药准字：

H36020024） 

阻挡：飞沫、沙尘、

柳絮、花粉 

 

注 1：日本 Eleten 株式会社是一家科研所，由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早稻田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多名从

事物性物理、量化粒子、高分子化学、纳米化学材料等学术性研究学者组成，目

前从事应用在医院药物靶向治疗、药物提纯、药物素粒子分解及合成等医疗技术

领域的研究。 

注 2：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检测报告

（STFWT20201864）检测结论：外观要求、吸气阻力、呼气阻力、口罩带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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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与口罩体连接处断裂强力、口罩下方视野、pH 值、甲醛含量（未检出）均合

格。 

注 3：中检溯源检测报告（测试标准 GB15979-2002 C4）检测结论：杀菌率

大于 90%，产品有杀菌作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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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本次公司向股东免费赠送消毒灭菌纸巾及民用一次性口罩主要目的是为感谢广大股东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及支持全民抗击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关爱公司全体股东。申领安排上，每位符合申领要求的股东无论持股数量均可自愿申领同等数量的赠送物品，赠送方式不具备股利分派按照不同持股比例分派对应比例股利的性质，同时股东即使具备申领资格但未在规定登记时间申领将不能取得赠送物品的安排亦区别于股利分派。因此公司认为本次赠送行为不属于实物股利分派。
	律师意见：
	3. 结合你公司目前登记在册的股东人数，请详尽补充说明你公司关于本次赠予事项的具体安排，包括不限于派发时间、具体数量、派发形式等。特别是详尽说明在本次赠送物资100万总预算内，计划向每位股东赠送的产品价值以及领取数量限制，并说明你公司拟向股东赠送的物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产品结构、产品规格、生产许可证、产品注册号、执行标准号、适用范围、主要性能等。
	公司回复：
	本次赠送事项具体安排如下：
	截止2020年3月20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每位股东，均可通过公司指定登记方式免费申领二代灭菌纸巾相关物品及民用一次性防护口罩一份，具体物品为：Tenou手帕纸一条、Tenou口罩纸巾二合一一盒、Tenou一次性防护口罩一包。本次活动申领登记时间： 2020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22日24:00时。开始配送时间2020年3月23日起，配送方式为邮寄快递方式。为确保预算准确性公司按照最近一期（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名册股东数量171...
	注1：日本Eleten株式会社是一家科研所，由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多名从事物性物理、量化粒子、高分子化学、纳米化学材料等学术性研究学者组成，目前从事应用在医院药物靶向治疗、药物提纯、药物素粒子分解及合成等医疗技术领域的研究。
	注2：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检测报告（STFWT20201864）检测结论：外观要求、吸气阻力、呼气阻力、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连接处断裂强力、口罩下方视野、pH值、甲醛含量（未检出）均合格。
	注3：中检溯源检测报告（测试标准GB15979-2002 C4）检测结论：杀菌率大于90%，产品有杀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