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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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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说明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

人、科思股份 
指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系由原南京科思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整体变更设

立 

科思有限、南京碟界 指 
南京科思工贸有限公司（曾用名南京碟界科技有限公司），科思

股份的前身 

控股股东、科思投资 指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行人之股东 

南京宁昇 指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为发行人之股东 

丹阳盛宇 指 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江苏盛宇、江苏丹昇 指 
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曾为发行人之股东 

南京科投 指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上海盛宇 指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曾为发行人之股东 

南京科旭 指 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南京敏思 指 南京敏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盛宇瑞和 指 
南京盛宇瑞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

之股东 

黑科投资 指 
上海盛宇黑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曾用名上海黑科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恒毓投资 指 上海恒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马鞍山圣诺贝 指 
马鞍山圣诺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为发行人之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联侨生物 指 
南京联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曾为发行人联营企业，已于 2017

年 7 月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南京科圣、科思化学 指 
南京科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名称南京科思化学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确认意见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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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的演变情况 

2000年4月公司前身南京碟界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 （注册资本51万元）

 股东：周久京60.00%，杨东生40.00%

2000年9月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250万元）

股东：周久京60.00%，杨东生40.00%

2001年4月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650万元）

股东：周旭明61.54%，周久京23.08%，

杨东生15.38%

2012年3月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7,808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81.84%，周久京7.04%，南京

宁昇4.92%，江苏丹昇4.92%，杨东生1.28%

2009年3月股权转让完成后

（注册资本650万元）

股东：周久京84.62%，杨东生15.38%

  2012年7月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8,000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79.88%，周久京6.87%，南京宁昇

4.80%，江苏丹昇4.80%，上海盛宇2.40%，杨东

生1.25%

2016年改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注册资本8,000万元）

股东：原股东为发起人

2000年9月，周久京以货币119.40万

元，杨东生以货币79.60万元对公司增

资

2001年4月，周旭明以货币400.00万元

对公司增资

2009年3月，周旭明将其持有的

61.54%股权转让给周久京

2011年12月-2012年3月，科思投资、

江苏丹昇、南京宁昇以货币14,160.00

万元对公司增资，其中7,158.00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2012年7月，上海盛宇以货币1,680.00

万元对公司增资，其中192.00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2014年10月，办理了股东名称变更的

登记手续（2013年11月，江苏丹昇更

名为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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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改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注册资本8,000万元）

股东：原股东为发起人

2016年8月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8,266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77.30%，周久京6.65%，南京

宁昇4.65%，江苏盛宇4.65%，南京科投

3.22%，上海盛宇2.32%，杨东生1.21%

2017年6月14日增资完成后

（注册资本8,466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75.48%，周久京6.50%，

南京宁昇4.54%，江苏盛宇4.54%，南京科投

3.14%，上海盛宇2.27%，南京科旭1.61%，

杨东生1.18%，南京敏思0.75%

2017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完成后

（注册资本8,466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75.48%，周久京6.50%，

南京宁昇4.54%，江苏盛宇4.54%，南京科投

3.14%，高仕军2.27%，南京科旭1.61%，

杨东生1.18%，南京敏思0.75%

2017年8月股权转让完成后

（注册资本8,466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75.48%，周久京6.50%，

南京宁昇4.54%，丹阳盛宇4.54%，南京科投

3.14%，高仕军2.27%，南京科旭1.61%，

杨东生1.18%，南京敏思0.75%

2016年8月，南京科投以货币851.20万

元对公司增资，其中266.00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2017年6月14日，南京科旭、南京敏思

以货币2,300.00万元对公司增资，其中

2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

公积

2017年6月23日，上海盛宇将其持有的

2.27%股权转让给高仕军

2017年8月，江苏盛宇将其持有的

4.54%股权转让给丹阳盛宇

股

份

公

司

阶

段

2017年12月1日股权转让完成后

（注册资本8,466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69.57%，周久京6.50%，周旭

明5.90%，南京宁昇4.54%，丹阳盛宇4.54%，

南京科投3.14%，高仕军2.27%，南京科旭

1.61%，杨东生1.18%，南京敏思0.75%

2017年12月1日，科思投资转让500万

股科思股份股权给周旭明

2017年12月26日股权转让完成后

（注册资本8,466万元）

股东：科思投资69.57%，周久京6.50%，周旭

明5.90%，丹阳盛宇4.54%，南京科投3.14%，

盛宇瑞和2.94%，高仕军2.27%，南京科旭

1.61%，杨东生1.18%，黑科投资0.80%，恒毓

投资0.80%，南京敏思0.75%

2017年12月26日，南京宁昇将其持有

的4.54%股权分别转让给盛宇瑞和

（2.94%）、黑科投资（0.80%）和

恒毓投资（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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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本演变情况 

  1、 2000 年 4 月公司前身南京碟界科技有限公司设立 

2000年4月11日，周久京和杨东生签署《发起人协议》，约定由周久京以

货币、实物出资30.60万元，杨东生以货币出资20.40万元设立南京碟界科技

有限公司（后于2001年7月9日经核准登记，名称变更为南京科思工贸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化学原料及产品（危险品除外）的销售，技术开发。 

2000年4月20日，南京碟界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周久京以货币、

实物出资30.60万元，杨东生以货币出资20.40万元。 

2000年4月20日，南京正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宁正所验字

〔2000〕第076号），截止2000年4月20日，南京碟界收到周久京货币出资14.60

万元，杨东生货币出资20.40万元；周久京以化工原料等存货，折合16.02万

元出资投入。双方合计投入51.02万元，按51.00万元注册。 

2000年4月20日，公司在南京市江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设立登记手

续，领取了注册号为320121200087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51.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化学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技术开发。 

南京碟界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周久京 30.60 30.60 60.00 货币+实物 

杨东生 20.40 20.40 40.00 货币 

合计 51.00 51.00 100.00 —— 

因上述实物出资未经评估，科思有限于2016年3月30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对公司2000年设立时的实物出资进行再出资的议案》，同

意科思有限股东周久京向公司交付16.02万元，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对上述未经

评估的实物出资部分进行再出资。科思有限已收到上述款项，并计入了资本

公积。 

2、2000 年 9 月南京碟界第一次增资 

2000年9月7日，南京碟界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至2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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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通过新公司章程的决议，其中周久京拟增加出资119.40万元，杨东生拟

增加出资79.60万元。 

2000年9月7日，南京正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宁正所验字

〔2000〕第451号），截至2000年9月7日，南京碟界已收到其股东周久京和杨

东生投入的追加投资款20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199.00万元计入实

收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此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250.00万元，

其中周久京以货币、实物出资150.00万元；杨东生以货币出资100.00万元。 

2000年9月8日，南京碟界取得南京江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京碟界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周久京 150.00 150.00 60.00 货币+实物 

杨东生 100.00 100.00 40.00 货币 

合计 250.00 250.00 100.00 —— 

3、2001 年 4 月南京碟界第二次增资 

2001年3月18日，南京碟界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增资扩股的决议，同意

增加周旭明为公司股东，同时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650.00万元，其中周旭

明出资4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61.54%；周久京出资15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23.08%；杨东生出资1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15.38%。 

2001年4月2日，江苏石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苏石

会验字〔2001〕110号），截至2001年3月30日，南京碟界已收到股东周旭明

新增出资400.00万元。 

2001年4月5日，南京碟界取得南京江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京碟界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周旭明 400.00 400.00 61.54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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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周久京 150.00 150.00 23.08 货币+实物 

杨东生 100.00 100.00 15.38 货币 

合计 650.00 650.00 100.00 —— 

4、2001 年 6 月南京碟界名称变更 

2001年6月12日，南京碟界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变更公司名称为南京科

思工贸有限公司的决议并于2001年7月9日取得南京江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2009 年 3 月科思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9年2月20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有关股权转让的决议，

同意周旭明将其持有的公司61.54%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周久京。同日，周旭

明与周久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周旭明因家庭原因，将股权全部转赠予

其父亲周久京。由于该次赠与发生在直系亲属间，故未收取价款，亦未作相

关纳税申报。 

2009年3月28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121000030651）。 

此次变更完成后，科思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周久京 550.00 550.00 84.62 货币+实物 

杨东生 100.00 100.00 15.38 货币 

合计 650.00 650.00 100.00 —— 

6、2011 年 12 月科思有限第三次增资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现持有科思投资100%的股权。为扩大公司规模

并向资本市场发展，发行人引入南京宁昇、江苏盛宇外部投资者增资入股；

同时，由于周旭明将接替其父亲成为公司未来的主要经营者，周旭明以科思

投资增资入股发行人。科思投资本次增资价格系与南京宁昇、江苏盛宇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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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商一致认可的价格。 

2011年12月8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

本由650.00万元增加至7,808.00万元，实收资本由650.00万元增加至2,836.4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7,158.00万元，2012年3月11日前缴足，其中新股东南京

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6,390.00万元，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384.00万元，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384.00万元。 

本次增资中，科思投资对科思有限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增资价格为

1.1643元；南京宁昇及江苏丹昇对科思有限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增资价格为

8.75元。该次增资中，南京宁昇及江苏丹昇的增资定价主要综合考虑了公司

当时的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公司的成长周期，市盈率等因素，在各方

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协商确定。科思投资系周旭明控制的企业，考虑到周旭明

在2001年对科思有限增资后至2009年将股权赠予其父亲的期间内一直是科

思有限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对科思有限的经营和发展能起到较大的

积极作用，经与各新老股东方协商，对科思投资增资科思有限的价格确定为

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1643元。 

2011年12月12日，南京立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立诚验字〔2011〕第217号），截至2011年12月12日，科思有限已收

到股东缴纳的首次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186.4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新股东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出资1,785.60万元，其中1,533.60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252.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

出资2,352.00万元，其中268.8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083.20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出资3,360.00万元，其中384.00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2,976.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7,808.00万元，累计实收注册资本2,836.4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36.33%。 

2011年12月16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7,808.00万元，实收资本

2,836.4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思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收资本 持股（认缴）比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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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 1,533.60 81.84 货币 

周久京 550.00 550.00 7.04 货币+实物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268.80 4.92 货币 

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92 货币 

杨东生 100.00 100.00 1.28 货币 

合计 7,808.00 2,836.40 100.00 —— 

7、2012 年 1 月科思有限实收资本变更 

2011年12月28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实收资

本由2,836.40万元增至5,954.90万元，由股东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缴纳

实收资本3,003.30万元，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缴纳实收资本115.20万

元。 

2012年1月9日，南京立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立诚验字〔2012〕第003号），截至2012年1月5日，科思有限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3,118.50万元。股东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出

资3,500.00万元，其中3,003.3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93.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多汇入3.20万元计入应退回股东往来款项；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

出资1,008.00万元，其中115.2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892.80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7,808.00万元，累计实收注册资本5,954.90

万元。 

2012年1月11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科思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收资本 
持股（认缴）比

例（%） 
出资方式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 4,536.90 81.84 货币 

周久京 550.00 550.00 7.04 货币+实物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92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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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92 货币 

杨东生 100.00 100.00 1.28 货币 

合计 7,808.00 5,954.90 100.00 —— 

8、2012 年 3 月科思有限出资时限变更 

2012年2月28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决议，同意南京科思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分期缴付出资额的时间由2012年3月11日延长至2012年6月

11日，并修改公司章程。 

2012年3月16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9、2012 年 3 月科思有限实收资本变更 

2012年3月12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实收资

本由5,954.90万元增加至7,808.00万元，由股东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缴

纳实收资本1,853.10万元。 

2012年3月16日，南京立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立诚验字〔2012〕第035号），截至2012年3月15日，科思有限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853.10万元。股东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出

资2,157.60万元，其中1,853.1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04.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7,808.00万元，实收资本7,808.00万元。 

2012年3月22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科思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 6,390.00 81.84 货币 

周久京 550.00 550.00 7.04 货币+实物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92 货币 

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92 货币 

杨东生 100.00 100.00 1.28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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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808.00 7,808.00 100.00 —— 

10、2012 年 7 月科思有限第四次增资 

2012年5月18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7,808.00万元增至8,000.00万元，新增192.00万元注册资本由上海盛宇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1,680.00万元认购。 

2012年7月5日，南京立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立诚验字〔2012〕第082号），截至2012年7月5日，科思有限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92.00万元。新股东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向公司出资1,680.00万元，其中192.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488.00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上海盛宇对科思有限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增资价格为8.75

元。因距离前次增资未满一年，且距离前次实收资本变更完成的时间较短，

该次增资定价参考前次增资，按南京宁昇和江苏丹昇的增资价格确定。 

2012年7月16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思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 6,390.00 79.88 货币 

周久京 550.00 550.00 6.87 货币+实物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80 货币 

江苏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 384.00 4.80 货币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92.00 192.00 2.40 货币 

杨东生 100.00 100.00 1.25 货币 

合计 8,000.00 8,000.00 100.00 —— 

11、2014 年 10 月科思有限股东名称变更 

2014年7月23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决议，同意办理股东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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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

变更手续。2014年10月13日，科思有限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

公司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2、2016 年 6 月科思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6年4月28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科思有限整体变

更出具天衡审字〔2016〕01626号《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3月31日，科思

有限（母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73,813,708.12元。 

2016年4月29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兴苏评报字

〔2016〕第0043号《评估报告》，经评估科思有限截至2016年3月31日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32,547.53万元。 

2016年4月29日，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公司整体

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科思有限以截至2016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

产173,813,708.12元，按照2.1726︰1的比例折为8,000.00万股（每股面值1.00

元），其余93,813,708.12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5月19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衡验字

〔2016〕00094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5月18日，各股东以经天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审字〔2016〕01626号《审计报告》

审定的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净资产173,813,708.12元出资，按1︰0.4603比

例折合股本8,000.00万元，余额93,813,708.12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2016年5月18日，科思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选举

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及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成员，通过了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2016年6月22日，科思股份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

91320115721793100R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00万元，公

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整体变更后，科思股份的股本结构及各个发起人的持股份额如下：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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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00 净资产 79.88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87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80 

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80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20,000 净资产 2.40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25 

合计 80,000,000 -- 100.00 

2018 年 4 月 13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南

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差异的说明》，由于科思股份

在本次发行上市审计中对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调减

净资产 1,358,696.20 元，占调整前净资产的 0.78%。 

2018 年 5 月 7 日，科思股份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股改基准日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

产由 173,813,708.12 元调整为 172,455,011.92 元，净资产减少的部分计入股份

公司的资本公积。上述调整不影响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各发起人股东的持

股数、持股比例，也不影响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的公司股本变动的效力。 

13、2016 年 8 月科思股份第一次增资 

2016年8月21日，科思股份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南京科

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66.00万元，

由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3.20元/股的价格出资851.20万元认

购公司本次增加的266.00万股股份，其中266.00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

余585.20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因发

行对象南京科投为公司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平台，亦考虑对在公司工作时间较

长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作用，协商后最终确定。 

根据公司股改时，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苏评报字

〔2016〕第0043号《评估报告》，经评估科思有限截至2016年3月31日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32,547.53万元，对应的经评估每股净资产约为4.07元。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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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估时间与本次增资时间相近，因而以该次评估价格作为公允价格。公司

已按授予日权益工具公允价格确定该266万股股份的公允价值为1,082.63万

元，与南京科投实际投入资金851.20万元的差额231.43万元作为股份支付确

认。 

2016年8月23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天衡验字〔2016〕00175号），截至2016年8月22日，科思股份已收到南京

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缴纳的货币出资851.20万元，其中266.00万

元计入实收资本（股本），585.2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

资本为8,266.00万元，实收注册资本为8,266.00万元。 

2016年8月30日，科思股份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思股份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00 净资产 77.30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65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65 

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65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0,000 货币 3.22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20,000 净资产 2.32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21 

合计 82,660,000 -- 100.00 

14、2017 年 6 月科思股份第二次增资 

2017年6月13日，科思股份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南京科

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由新增股东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11.50元/股的价格出资

1,569.75万元认购公司本次增加的136.50万股股份，其中136.50万元计入公

司注册资本，其余1,433.25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由新增股东南京敏思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11.50元/股的价格出资730.25万元认购公司本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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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3.50万股股份，其中63.50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666.75万元计入

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因南

京科旭和南京敏思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平台，亦考虑稳定公司团

队，激励关键员工，协商后最终确定。 

2017年6月23日，高仕军与上海盛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每股12.44元

的价格受让了上海盛宇持有的192万股发行人股份。因本次增资与该次股权转

让时间接近，发行人已按每股12.44元确定授予南京科旭和南京敏思权益工具

公允价值为2,488万元，与南京科旭、南京敏思实际投入资金2,300万元的差

额188万元作为股份支付确认。 

2017年6月19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天衡验字〔2017〕00083号），截至2017年6月16日，科思股份已收到南京

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缴纳的货币出资1,569.75万元，其中136.5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股本），1,433.2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已收到南京敏思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缴纳的货币出资730.25万元，其中63.50万元计入实

收资本（股本），666.7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8,466.00万元，实收注册资本为8,466.00万元。 

2017年6月14日，科思股份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思股份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00 净资产 75.48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50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54 

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54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0,000 货币 3.14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20,000 净资产 2.27 

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65,000 货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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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18 

南京敏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35,000 货币 0.75 

合计 84,660,000 -- 100.00 

15、2017 年 6 月科思股份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年6月23日，高仕军与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关

于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高仕军以2,388.48万

元的价格受让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科思股份192万股股

份，每股价格为12.44元。2017年6月，高仕军向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支付股权转让款2,388.48万元。出于战略发展考虑，上海盛宇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将自身定位调整为专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自

2017年3月起不再新增基金类以外的直接股权投资项目，并对存量的非基金类

直接股权投资项目进行清理，故将对科思股份的投资转让给高仕军，转让定

价参照了该合伙企业的投资成本、持股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思股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00 净资产 75.48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50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54 

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54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0,000 货币 3.14 

高仕军 1,920,000 货币 2.27 

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65,000 货币 1.61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18 

南京敏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35,000 货币 0.75 

合计 84,660,000 -- 100.00 

16、2017 年 8 月科思股份第二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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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8日，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江苏盛宇丹

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由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3,360.00万元的价格

受让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科思股份384万股股份，转让价格

为每股8.75元。2017年8月11日，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

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36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由于江苏盛宇基金临近到期清算，经江苏盛宇的全体合

伙人协商一致，以丹阳盛宇承接所投资科思股份的股权（丹阳盛宇合伙人出

资比例与江苏盛宇股东出资比例一致），故本次股权转让按江苏盛宇增资入股

时的价格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思股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900,000 净资产 75.48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50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54 

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40,000 货币 4.54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0,000 货币 3.14 

高仕军 1,920,000 货币 2.27 

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65,000 货币 1.61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18 

南京敏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35,000 货币 0.75 

合计 84,660,000 -- 100.00 

17、2017 年 12 月科思股份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7年10月16日，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周旭明签订《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出让方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中的500万股（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90%），以2,035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周旭明，作价依据为科思股份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4.07元。周旭明于

2017年12月1日支付完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系周旭明出于优化其持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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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作出的调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思股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8,900,000 净资产 69.57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50 

周旭明 5,000,000 货币 5.90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净资产 4.54 

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40,000 货币 4.54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0,000 货币 3.14 

高仕军 1,920,000 货币 2.27 

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65,000 货币 1.61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18 

南京敏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35,000 货币 0.75 

合计 84,660,000 -- 100.00 

18、2017 年 12 月科思股份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7年12月26日，南京盛宇瑞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黑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恒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分别与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南京科思工贸

股份有限公司之384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上述三名受让方，其中249万股以

3,23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南京盛宇瑞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67.50万股以87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黑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余下67.50万股以87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恒毓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同日，南京盛宇瑞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黑科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恒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向南京宁昇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本次股权转让系由于南京宁昇基金临近到期清算而进行的转让，转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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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为每股13.00元，系转让各方参考2017年6月上海盛宇与高仕军的股权转

让价格12.44元，充分协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思股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南京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8,900,000 净资产 69.57 

周久京 5,500,000 净资产 6.50 

周旭明 5,000,000 货币 5.90 

丹阳盛宇丹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40,000 货币 4.54 

南京科投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0,000 货币 3.14 

南京盛宇瑞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90,000 货币 2.94 

高仕军 1,920,000 货币 2.27 

南京科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65,000 货币 1.61 

杨东生 1,000,000 净资产 1.18 

上海黑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5,000 货币 0.80 

上海恒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5,000 货币 0.80 

南京敏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35,000 货币 0.75 

合计 84,660,000 -- 100.00 

19、科思股份名称变更 

2018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拟将公司名称由“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 日，科思股份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名称变更为“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科思股份股东名称变更 

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股东

更名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因股东“上海黑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名称变更为“上海盛宇黑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修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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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备案手续。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和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股东委托出资事项 

公司历史沿革中存在委托出资的情形，根据委托付款证明及银行进账单，并

经核查，发行人前身科思工贸历史沿革中存在如下委托出资情形： 

1、2000 年 4 月，公司前身南京碟界设立时，周久京委托南京恒桥化工有限

公司货币出资 14.6万元，杨东生委托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20.4万元。 

周久京系周旭明父亲，杨东生系周久京女婿。周久京曾先后在江苏省农药所

南京农药厂、金坛市花山化工厂等化工企业担任厂长、总工程师等职务，在化工

行业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及行业资源，2000 年退休后，基于对国内化工行业发

展的良好预期，希望从事化工贸易行业，但产品方向与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科圣不同，故选择与其女婿杨东生共同出资设立南京碟界。由于当时《公司

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有最低限额要求，周久京以实物出资 16.02 万元，

剩余的出资资金短时间内筹集困难，但又必须实缴验资后才能办理公司设立的工

商登记，为了尽快完成公司设立开展业务，基于与周旭明的近亲属关系，委托南

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代垫出资。 

2、2000 年 9 月，公司前身南京碟界增加注册资本时，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

司代周久京向南京碟界货币出资 70 万元，南京科圣代杨东生向南京碟界货币出

资 80 万元。 

南京碟界设立后，主要从事对叔丁基甲苯的国内贸易，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

扩大及客户对注册资本的要求，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已不能满足经营需求，股

东协商一致增资到 250 万元，其中周久京以自有资金出资了 50 万元，剩余的出

资资金在短时间内筹集困难，根据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必须实缴验资后才能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基于与周旭明的近亲属关系，委托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南

京科圣进行了代垫出资。 

3、2001 年 4 月，公司前身南京碟界增加注册资本时，周旭明委托南京科圣

向南京碟界货币出资 400 万元。 

经核查： 

1、周久京系周旭明父亲，杨东生系周久京女婿。周久京、杨东生向南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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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出资时，由于当时暂时出资困难，及基于与周旭明的近亲属关系，委托南京恒

桥化工有限公司、南京科圣代其向南京碟界进行了上述出资，其对南京碟界的上

述出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与周旭明、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南京科圣不存在

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2、南京碟界 2001 年 4 月增资时，南京科圣向周旭明提供借款 400 万元用

于向南京碟界出资，上述借款已归还，增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与南京科圣不存

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3、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3 月注销，周旭明为其注销后权利

人。南京碟界设立后，周久京、杨东生一直在发行人处工作并历任执行董事、监

事、副总裁等重要职务，在发行人早期业务经营、业务整合、业务扩展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与周久京、杨东生亲属关系及对公司的历史贡献，周旭明已

放弃要求周久京、杨东生向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归还上述代垫的出资款。 

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注销时的股东及周旭明确认对周久京、杨东生在南京

碟界设立及 2000 年 9 月增资时认缴并实际登记取得的股权和权属无异议，不会

因代垫出资款事项对发行人股份权属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与周久京、杨东生不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4、根据银行还款凭证，周旭明、杨东生均已向南京科圣归还其代垫的出资

款。南京科圣亦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周旭明、杨东生已归还其代垫的出资款，涉

及因代垫出资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终结，对杨东生、周旭明在南京碟界

2000 年 9 月及 2001 年 4 月增资时认缴并实际登记取得的股权和权属无异议，

不会因代垫出资款事项对发行人股份权属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与杨东生、周旭明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5、周旭明、南京科圣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在发行人前身南京碟界设立及 2000

年 9 月增资时，周旭明、南京恒桥化工有限公司及南京科圣与周久京、杨东生不

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 

6、根据周久京、杨东生出具的持股承诺书，其目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系

合法持有，股权清晰，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不存在任何转让、

委托他人管理等安排，亦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综上，发行人设立时不存在委托持股，发行人股权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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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赌协议及对赌条款的终止 

2011 年 11 月，南京宁昇、江苏盛宇与周旭明、科思投资及科思有限签署《关

于南京科思工贸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下称“《投资框架协议》”），南京

宁昇、江苏盛宇分别投资 3,360 万元各取得科思有限 4.92%的股权，该协议约定，

当出现以下情形时，南京宁昇、江苏盛宇有权要求周旭明和/或科思投资、或科

思有限回购其届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1)无论任何原因，公司未能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2）如果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

完成协议第二条规定的重组，在投资方提出回购要求时，股权回购价格以年利率

10%为基准与回购时投资方所持有该受让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较高

者确定。同时，该协议还约定了南京宁昇、江苏盛宇享有投资价格调整、优先认

购权、反稀释权、共同出售权、股权转让限制等特别权利。 

2012 年 5 月 18 日，上海盛宇与南京宁昇、江苏盛宇、周旭明、科思投资

及科思有限签署《关于南京科思工贸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下称“《投资协议》”），

上海盛宇出资 1,680 万元取得科思有限 2.4%的股权，该协议约定，当出现以下

情形时，上海盛宇有权要求周旭明和/或科思投资、或科思有限回购其届时持有

的全部公司股权：无论任何原因，公司未能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在其提出回购要求时，股权回购价格以年利率 10%为基准

与回购时其所持有该受让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较高者确定。同时，该

协议还约定上海盛宇享有投资价格调整、优先认购权、反稀释权、共同出售权、

股权转让限制等特别权利。 

2016 年 7 月 15 日，南京宁昇、江苏盛宇与周旭明、科思投资及发行人签

署《补充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投资框架协议》第五条投资价格调

整及附属 5.1-5.5 款、第九条回购条款及附属 9.1、9.2 款、第十条后续融资及反

稀释及附属 10.1 款、第十一条股权转让限制及附属 11.1 款全部自行终止，对各

方均不具有约束力。同时，南京宁昇、江苏盛宇放弃《投资框架协议》及其附件

项下享有的对周旭明、科思投资及发行人的业绩补偿、股权回购、反稀释权、股

权融资限制、股权转让限制、优先认购权、共同出售权等全部特别权利；已达到

行权条件但未行权的前述特别权利，一并放弃。若发行人未能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述终止条款的效力及南京宁昇、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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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宇放弃的权利自行恢复。 

2016 年 7 月 15 日，上海盛宇与周旭明、科思投资及发行人签署《补充协

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投资协议》第四条投资价格调整及附属 4.1-4.5

款、第八条回购条款及附属 8.1、8.2 款、第九条后续融资及反稀释及附属 9.1

款、第十条股权转让限制及附属 10.1 款全部自行终止，对各方均不具有约束力。

同时，上海盛宇放弃《投资协议》及其附件项下享有的对周旭明、科思投资及发

行人的业绩补偿、股权回购、反稀释权、股权融资限制、股权转让限制、优先认

购权、共同出售权等全部特别权利；已达到行权条件但未行权的前述特别权利，

一并放弃。若发行人未能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上述终止条款的效力及上海盛宇放弃的权利自行恢复。 

截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江苏盛宇、南京宁昇及上海盛宇已分别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全部转出，并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 

2018 年 1 月 26 日，上海盛宇、南京宁昇及江苏盛宇分别出具确认函确认：

自股份转让完成后，《投资框架协议》及《投资协议》终止，基于上述协议所享

有的权利一并终止，其不会向任一方主张上述协议项下任何权利或要求其他方履

行上述协议项下任何义务，也不会以违反上述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为由提请任何

指控或起诉，或要求其承担任何责任；2016 年 7 月 15 日签署的《补充协议》

中终止的条款及放弃的权利，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已发生法律效力，发行

人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亦不溯及恢复。 

2019 年 4 月，丹阳盛宇、盛宇瑞和、恒毓投资和黑科投资分别出具了《关

于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函》，确认未与发行人、发行人现有股东周旭

明、科思投资、杨东生及其关联方签署任何协议和/或补充协议，与上述对象不

存在任何对赌/估值调整机制、董事或股东保护条款、回售、回购、共售权、优

先权等融资特别约定、安排或作出任何承诺。 

2019 年 3 月，高仕军出具《确认函》，确认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行人

控股股东科思投资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赌、回购或其

他类似安排。 

《投资框架协议》、《投资协议》已终止，其涉及的对赌条款及特别权利已

全部解除，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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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与摘牌 

2016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等议案，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016 年 7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2016 年 10 月 26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关于

同意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股转系统函[2016]7638 号），同意发行人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发行人股票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起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科思股份，证券代码：839670。 

2017 年 3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

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2017 年 4 月 28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关于

同意南京科思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函》（股转系统函[2017]2271 号），同意发行人自 2017 年 5 月 4 日起终止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五）实际控制人历次股权变动纳税情况 

1、实际控制人历次股权转让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周旭明、周久京。除 2009 年 3 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

旭明将其持有的占发行人注册资本 61.54%的股权转让给周久京外，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不涉及其他股权转让情形，具体如下： 

2009 年 3 月，周旭明将其持有的占发行人注册资本 61.54%的股权以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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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转让给周久京。 

由于系其向父亲周久京进行转让，本次股权转让未作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

税函[2009]285 号）规定（2015 年 1 月 1 日失效），“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

低（如平价和低价转让等）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

个人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关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

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27 号）规定

（2015 年 1 月 1 日失效），“（二）本条第一项所称正当理由，是指以下情形：… 

3.将股权转让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

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同时，根据《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规定，“第

十三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二）

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

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根据《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江苏省地

方税务局自然人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苏地税规[2014]7 号）

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三）

将股权转让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

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本办法生

效前未作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周旭明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权以 0 元价格转让给其父亲属于具有正当理由

的情形。 

发行人所属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江宁区税务局亦访谈确认 2009 年 3 月的股

权转让按照当时政策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发行人、周旭明及周久京不会被要求

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或给予行政处罚。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已出具承诺，“如因其上述股权转让被主管税务机

关要求补缴个人所得税、缴纳滞纳金及罚款或承担其他相关费用，因此给发行人

造成的任何费用支出及损失，其将无条件地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 

2、实际控制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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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设立至今未发生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宜，不涉及实际控制人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履行纳税申报义务的情形。 

3、实际控制人整体变更设立公司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情况 

科思工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为资本公

积的情况。其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通过科思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无需

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久京已履行纳税申报义务，于 2017

年 6 月完成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手续并取得南京市江宁地方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表（留存收益转资本公积）》，按五年分期缴

纳个人所得税。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久京已足额分期缴纳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个人所得税，并取得税收完税证明，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41 号）的相关规定。 

综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久京就整体变更设立公司已履行纳税申报义务。 

4、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是否受到相关行政处罚 

2019 年 1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税

收证明》，发行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履行纳税义务，暂未

发现发行人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2020 年 1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税收证

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能够履行纳税义务，

暂未发现企业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通过检索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行政处罚公示信息，并查询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企查查，未查询到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周旭明及周久京

存在税务违法违规的情形，亦未查询到发行人税务主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记

录。 

综上，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历次股权转让、整体变更设立公司等事项不存在

税务违法违规情形，未受到相关行政处罚。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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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及时性承担个人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4-5-28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

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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