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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535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科

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见附件）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

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将反馈意见的

回复及时披露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中国证监

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以及何时最终取得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附件： 

2018 年 10 月 8 日，我会受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

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1）安徽贵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博新能或标

的资产）最近三年共有 5 次增资或股权转让，除 2016 年 10 月孙志勇将所持贵博

新能 54.77%股权转让给孙路时未支付实际对价外，其他四次增资或股权转让时，

贵博新能整体估值分别为 1,100 万元、1,280 万元、18,500 万元和 25,000 万元。

本次交易，贵博新能整体估值 69,160 万元，交易作价 69,100 万元，估值存在较

大增长。2）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国创或上市公司）上市

后，史兴领始终为实际控制人之一，2017 年 3 月起不再担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仍保留董事职务，同时担任贵博新能总经理。2017 年 12 月，史兴领和其

他 22 名合伙人通过入股合肥贵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贵博

投资）间接取得贵博新能股权；同时，史兴领在 2018 年 4 月受让贵博新能 5%

股权。3）从贵博新能报告期股份支付费用来看，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1-6

月分别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0、1,646.33 万元和 0。其中 2017 年股份支付费用为史

兴领等合伙人入股贵博投资时确认。请你公司：1）结合贵博新能在上述增资、

股权转让时点的收入、利润情况等，进一步补充披露贵博新能最近三年增资、股

权转让时，估值存在较大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史兴领在 2017 年

12 月入股贵博投资以及 2018 年 4 月直接受让贵博新能股权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作价较前次史兴领等股东受让贵博新能股权时交易作价存在

较大增长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向史兴领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益输送的情况。

3）补充披露贵博新能针对 2017 年史兴领等股东入股贵博投资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的具体依据及对应估值情况，并结合该次股份支付费用确认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

贵博投资前述其他增资、股权转让未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会计处理依据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1）孙路、贵博投资、董先权、徐根义、陈学祥、张起云

等 6 名交易对方承诺：若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



 

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2）史兴领取得交易对价的股份，自在法定登记

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合肥紫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紫煦投资）取得交易对价的股份，自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

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各交易对方是否已

按期足额缴纳已认缴的标的资产出资额；如否，未缴纳出资的原因，有无不能按

期足额缴纳的风险。2）结合上市公司停牌时间、各交易对方实缴出资的时点，

补充披露交易对方股份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1）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永东、杨杨、史兴领、许广

德。2）2018 年 7 月 24 日，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2018 年 4 月，史兴

领以 1250 万元入股标的资产，股权占比 5%。3）史兴领现任标的资产总经理，

此前担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本次交易后，史兴领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新增

1,841,684 股，持股比例从 1.40%增加至 1.95%。请你公司结合史兴领从业经历、

教育背景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聘任其为总经理的原因及合理性，史兴领预先入

股标的资产的目的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1）贵博新能研发和生产的 BMS 产品目前在新能源纯电动

乘用车领域获得应用，累计装车量超过 6 万台。2）贵博新能是奇瑞新能源的 BMS

主要供应商，其 BMS 产品主要运用于奇瑞新能源汽车，正在逐步扩展到一汽、

新长征电动汽车等。3）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发展，推升动力电池需求，而 BMS

是动力电池系统中的重要核心部件。4）近年来，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作出

一些调整，政府对新能源汽车采取了退坡式的补贴机制。请你公司：1）结合下

游新能源动力电池未来三年产能供需情况，补充披露国家政策调整、市场竞争风

险等对标的资产未来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2）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相关应对措施。

3）结合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技术优势、行业地位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核

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及下一步发展规划。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文件显示，技术人才是标的资产重要核心竞争力之一。标的资产技术



 

人员队伍稳定，主要核心技术人员 5 人。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整体

员工结构、科研人员情况，并与市场同类公司进行横向比较。2）标的资产与核

心技术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是否设置了能够保障其稳定性的条款，及相关

条款的主要内容。3）其他防范核心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团队外流风险的具体措

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文件显示，交易对方中贵博投资为贵博新能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

贵博新能股权外，并未开展其他业务。请你公司：1）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贵博

投资的合伙人取得相应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等信息。2）补充披露

上述穿透披露情况在重组报告书披露后是否发生变动。如发生变动，补充披露是

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3）补充披露上述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的

存续期限。4）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最终出资的自然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

安排。5）补充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涉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是否存在分级

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如否，补充披露无结构化安排的承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文件显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行业应用软件研发、IT 解决方案及信

息技术服务。标的资产从事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请你公司：1）结合财务指标，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2）补充披露本次

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的

管理控制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8,600 万元，具体用

途包括三项募投项目和支付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2）从上市公司情况来看，科

大国创 2016 年 7 月在创业板上市，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首发募集资金投资

进度为 88.89%，首发募投项目都未产生收益。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来看，上市

后 2016 年、2017 年归母净利润平均数 3,765.09 万元低于上市前 2015 年归母净

利润 4,444.85 万元。3）本次交易募投项目中，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产业化

建设项目拟建设年产 15 万台 BMS 主机和 60 万台 BMS 从机的生产线及相关配



 

套设施。4）重组报告书披露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预测现金流不包含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并将区分募投项目产生的收益。请你公司：1）结合科

大国创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首发募投项目未产生收益，同

时上市后两年归母净利润平均数低于上市前一年的实际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

募集配套资金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前

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的规定。2）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投项目是否已取得相关发改、环评备案。3）结合本次交易

收益法评估中标的资产预测期自产占比持续上升的实际情况，补充披露预测期自

产产量增加的具体原因，是否将募投项目达产后的产能计算在内。4）结合上市

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及财务性投资余额，资产负债率等，进一步补充披露本次

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申请文件显示，1）上市公司 2015 年至 2018 年 1-6 月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4,444.85 万元、5,692.74 万元、1,837.44 万元和 684.66 万元，其中 2017

年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下降幅度为 67.7%。2）上市公司 2017 年归母净利润出现

大幅下降一方面是由于 2017 年终止“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股份支付

费用 3,116.34 万元，另一方面部分项目推进未达预期、研发费用增长较大也产生

了影响。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公司 2017 年归母净利润出现大幅下降的具

体原因，以及终止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具体情况。2）上市公司 2018 年

1-6 月归母净利润持续下降的具体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10.申请文件显示，1）交易对方史兴领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2）本

次交易中业绩补偿义务人约定业绩补偿条件为三年合计补偿。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上述业绩补偿安排是否符合我会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11.申请文件显示，1）贵博新能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技

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企业。国内该行业主要参与厂商

包括整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和专业第三方 BMS 企业。2）从贵博新能知识产权



 

情况来看，贵博新能拥有 7 项专利权（1 项发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21 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3）重组报告书披露 BMS 行业涉及的主要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包括状态估算技术等 5 项技术，而从贵博新能目前主要产品核心技术所处阶段来

看，SOC 估计技术、SOP 估计技术等 9 项技术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其他 4 项

技术处于基础研究阶段。请你公司结合前述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1）贵博新

能主要的核心技术是否已形成专利权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贵博新能目前的

技术水平在行业内是否具备竞争优势，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进行分析。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申请文件显示，贵博新能报告期前五大客户主要为浙江天能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能）、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捷

威）、芜湖奇达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奇达）三家公司，该三家

公司为最终客户奇瑞新能源汽车一级供应商，贵博新能产品供应车型主要为奇瑞

EQ、EQ1、艾瑞泽 5e、艾瑞泽 7e、瑞虎 3Xe 等。贵博新能报告期前五名客户销

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97.24%、99.02%和 100%，其中来源于最终客户奇瑞新能源汽

车的占比较高。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贵博新能前五大客户简要背景情况。2）

补充披露贵博新能报告期向浙江天能、天津捷威、芜湖奇达三家奇瑞新能源汽车

一级供应商之间销售金额及占比存在较大变化的原因，贵博新能与上述三家客户

及最终客户奇瑞新能源汽车的具体合作模式。3）结合贵博新能所处行业发展趋

势、客户开拓情况及下游行业新能源汽车相关补贴政策“退坡”的风险，补充披露

贵博新能最终客户集中度高是否对贵博新能持续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贵

博新能与相关最终客户合作关系是否稳固，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及开拓其他客

户的能力。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申请文件显示，1）贵博新能报告期外协生产占比较高，其中 2016 年、

2017 年 100%为外协生产，2018 年外协生产比例为 86.49%，自产生产规模较小。

外协厂商主要包括上海金鑫电子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与外协厂商的合作从 2015

年或 2016 年开始。2）从贵博新能自产和外协产品的价格来看，2017 年 BMS 主

机价格较为稳定，从机价格出现较为明显下降；2018 年 1-6 月 BMS 主机价格有

一定下降，从机价格较为稳定，且自产 BMS 主机价格明显低于外协价格。3）本



 

次交易募投项目中将投产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并新增 15 万

台 BMS 主机和 60 万台 BMS 从机的生产线。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贵博新能

报告期外协生产占比较高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外协生产过

程中如何保障自身核心技术安全。2）本次交易募投项目中拟建设新能源汽车电

池管理系统生产线并新增 15 万台 BMS 主机和 60 万台 BMS 从机生产线的合理

性，募投项目达产后贵博新能是否转为以自产为主，主要生产模式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3）报告期贵博新能 BMS 主机、从机价格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以及

2018年贵博新能自有生产线投产后生产BMS主机单位成本明显低于外协成本的

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申请文件显示，1）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1-6 月，贵博新能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 4,503.23 万元、9,902.41 万元和 7,088.70 万元，其中 2017 年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 120%，总销量为 27,411 台主机、113,601 台从机。贵博新能主要的

最终客户即为奇瑞新能源汽车。2）报告期贵博新能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46.02%，

48.27%和 44.18%。3）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来看，2016 年、2017 年贵博新能

BMS 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8.39%、48.38%，均低于科列技术毛利率 54.78%， 

52.42%；贵博新能净利率分别为 14.43%，6.22%，考虑到贵博新能 2017 年净利

润较低主要受股份支付影响，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则扣非后净利率约为

22.3%，2016 年、2017 年均明显高于科列技术净利率 9.39%和 6.63%。请你公司：

1）结合贵博新能所服务最终客户的销售增长情况及贵博新能与最终客户合作稳

定性情况，补充披露贵博新能报告期收入持续增长的合理性及可持续性。2）结

合贵博新能主要为外协生产的实际情况，补充披露贵博新能报告期毛利率低于科

列技术，但净利率明显高于对方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成本、费用确认是否

充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申请文件显示，1）贵博新能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1-6 月期间费用合

计分别为 1,449.49 万元、4,025.86 万元和 1,350.57 万元，2017 年期间费用率较高

主要是由于股份支付费用所致，假设扣除股份支付费用 1,646.33 万元，报告期期

间费用率分别为 32.19%、24.03%和 19.05%，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以管理费

用为例，贵博新能报告期管理费用分别为 568.09 万元、2,546.67 万元和 497.38



 

万元，其中 2018 年 1-6 月管理费用较低。3）2018 年 1-6 月贵博新能确认管理费

用-房租费 14.30 万元。2018 年贵博新能办公用房租赁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望江西路 800 号合肥创新产业园 C4 栋 4 层，建筑面积 2,273.88 平方米，租金

为 25 元/月/平方米。如按该租金计算，2018 年 1-6 月租赁费用远高于 14.30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 2018 年 1-6 月贵博新能租房费用确认的合理性。

2）报告期贵博新能如扣除股份支付费用，期间费用率逐年下降的合理性，期间

费用确认是否完整。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针对贵博新能成本费用真

实性、完整性的具体核查情况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6.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1-6 月，贵博新能营业外收入及

其他收益科目中，增值税退税金额分别为 113.81 万元、394.25 万元和 149.85 万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5%、4.0%和 2.1%。请你公司结合贵博新能享

受的增值税退税具体政策，计算并补充披露报告期贵博新能增值税退税额与当期

收入是否匹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7.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贵博新能应收账款

及应收票据金额分别为 2,048.30 万元、7,056.35 万元和 7,616.14 万元。从贵博新

能下游行业来看，近年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存在退坡情况。请你公司：1）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应收账款变化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新能源汽

车补贴“退坡”对贵博新能应收账款收回以及现金流量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应

收账款账龄确认是否准确，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补充披露截至目前贵博

新能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的收回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18.申请文件显示，贵博新能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存货规模分

别为 959.22 万元、1,911.53 万元和 2,729.31 万元，存货规模存在较大增长。请你

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贵博新能存货规模存在较大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贵博新能产品生产流程，进一步补充披露贵博新能相关外协生产的具体

核算方式。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9.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 2016 年至 2018 年 1-6 月，贵博新能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分布为 129.51 万元、27.41 万元和 2,244.59 万元，其中 2016 年、2017

年贵博新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远低于净利润。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6 年、

2017 年贵博新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低的具体原因，及未来改善贵博新

能现金流量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0.申请文件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次交易备考报表上市公司商

誉金额为 60,862.46 万元，均由本次交易形成，占备考报表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48.7%，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使上市公司产生大额商誉。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本

次交易备考报表中标的资产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及商誉的具体确认依据。2）

上述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及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确认过程中，是否充分辨

认相应的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专有技术、销售网络、

客户关系、特许经营权、合同权益等。3）大额商誉确认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的影响，并对商誉减值风险进行充分提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21.申请文件显示，1）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贵博新能评估值

为 69,160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 5,783.94 万元的增值率为 1,095.72%。2）预测期

2018 年 7-12 月至 2023 年，贵博新能预测期预测销售收入分别为 10,160 万元、

22,537.51 万元、29,162.64 万元、36,693.12 万元、44,891.52 万元和 53,227.98 万

元，增长率分别为 74.19%、30.66%、29.40%、25.82%、22.34%和 18.57%。请你

公司：1）结合贵博新能主要生产经营模式、行业状况和发展前景、可比交易及

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贵博新能本次交易增值率较高的合理性。

2）结合截至目前贵博新能业绩实现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贵博新能预测期 2018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3）结合贵博新能在手订单情况、未来持

续获得订单的能力、面临市场竞争情况及贵博新能自身竞争优势、与最终客户合

作的稳定性及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发展前景等，进一步补充披露贵博新能预测期

预测营业收入增速较高的预测依据及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22.申请文件显示，1）贵博新能预测期 BMS 产品单价持续下降，同时预测

期毛利率也存在较大幅度下降，预测期 2018 年 7-12 月至 2023 年预测毛利率分

别为 42.42%、42.34%、39.90%、38.69%、37.41%和 37.35%。与报告期 2016 年、

2017 年贵博新能 BMS 业务毛利率相比，预测期末贵博新能毛利率较报告期毛利

率下降超过 10%。2）从预测营业成本来看，未来自产加工费比例升高，外协加

工费比例降低。另外贵博新能作为新能源汽车 BMS 系统供应商，可通过向上游

材料供应商转嫁一部分成本压力的方式应对售价下滑的影响。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1）在预测未来贵博新能资产加工费比例升高、可向上游材料供应商转嫁一

部分成本压力的背景下，贵博新能预测期毛利率仍存在大幅下降的合理性。2）

预测期贵博新能毛利率持续大幅下降的具体预测依据及合理性。3）报告期贵博

新能相关成本费用确认是否充分，未来保持毛利率稳定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3.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中，贵博新能预测期 2018 年 7-12

月至 2023 年预测税金及附加分别为 100.26 万元、241.52 万元、286.19 万元、369.76

万元、429.57 万元和 522.98 万元，预测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比例约为 1%，高

于报告期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比例。2）预测期预测四项期间费用合计分别为

1,894.32 万元、4,270.58 万元、5,324.71 万元、6,628.16 万元、7,915.76 万元和

9,094.93 万元，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18.6%、18.9%、18.3%、18.1%、17.6%和 17.1%，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预测期贵博新能税金及附加占营业

收入比例高于报告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并针对报告期贵博新能营业收入的真

实性、税金及附加缴纳的完整性及匹配性进行分析。2）结合报告期贵博新能期

间费用率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预测期贵博新能预测期间费用率下降的具

体预测依据及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4.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选取的折现率为 11.38%。请你公司

结合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折现率选取的合理性。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5.申请文件显示，贵博新能于报告期后在 2018 年 7 月与肥西县国土资源局



 

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受让 31,992.4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相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贵博新能

在报告期后购买面积较大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情况、购买原因及计划用途。请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6.重组报告书第 67 页披露了紫煦投资组织结构图，但未披露产权控制关系，

与上下文不符。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补充披露。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在30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应当

提前2个工作日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2个工作日内公告

未能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2018年10月8日，我会受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