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广西祥盛家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三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 

广西祥盛家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祥盛家居”、

“辅导对象”）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辅导机构”）

签订了《广西祥盛家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聘请华

创证券作为其上市辅导机构。2020 年 3 月 6 日，华创证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就祥盛家居的辅导工作在贵局进行辅导备案登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贵局的相关规定，华创证券对第三期辅导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辅导期内开展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阶段辅导的主要任务 

本期辅导期间为：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本阶段辅导主要任务为：增强接受辅导人员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确信其理

解上市公司在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承诺履行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向接受辅导人

员传递资本市场发行与审核动态的信息，提醒其关注首发问答中的重点法律问

题。 

（二）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情况 

1、辅导机构 

华创证券系祥盛家居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辅导机构。 



2、辅导人员组成 

华创证券指派了何永平、任旷、李想、左小文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对公司进行

辅导，上述人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人员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形。 

3、辅导人员变动情况 

由于项目工作调动，原辅导人员李也娜拟退出祥盛家居项目组，本辅导期内

辅导小组成员较上期减少一人。辅导机构已于 2020 年 7 月向贵局提交变更辅导

人员的申请。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祥盛家居接受辅导的人员主要包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法

定代表人）。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未发生变化。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主要内容、辅导方式 

在本期辅导阶段，华创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辅导计划结合实际情况，采用

日常交流、现场沟通答疑等方式对祥盛家居开展了辅导工作，提高被辅导对象对

首发涉及法律问题的理解，提高其规范化运作的意识。 

2、辅导计划执行情况 

辅导机构执行了辅导计划，同时按照制定的辅导实施方案开展辅导工作。本

辅导期内，辅导计划实施情况良好。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及辅导对象均履行了《辅导协议》的相关约定，辅导

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六）辅导企业按规定和辅导协议约定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

的情况 

祥盛家居对本阶段的辅导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积极响应并配合华创证券辅

导工作小组开展的辅导培训。 

公司提供了必要的沟通场所，协调相关部门并指定专门人员对接辅导人员及

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工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辅导人员积极沟通。 

本辅导期内，祥盛家居按规定和辅导协议约定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

况良好。 

（七）辅导期内的变更事项 

本辅导期内，不存在变更事项。 

（八）其他 

无。 

二、辅导企业的有关情况 

（一）辅导企业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22,885,325.50 217,831,524.43 135,189,526.77 101,763,102.6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9,302,052.01 279,938,681.81 298,122,141.57 312,771,640.72 

资产总计 492,187,377.51 497,770,206.24 433,311,668.34 414,534,743.35 

流动负债合计 345,449,260.41 343,557,123.92 335,702,176.29 331,389,655.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2,500.00 142,000.00 - - 

负债合计 345,571,760.41 343,699,123.92 335,702,176.29 331,389,655.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615,617.10 154,071,082.32 97,609,492.05 83,145,087.3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87,396,704.99 366,611,073.64 334,399,397.06 384,937,840.33 

营业利润 -7,482,603.22 19,604,991.85 12,714,490.01 36,266,878.05 

利润总额 -7,455,465.22 19,961,590.27 12,713,009.79 36,281,079.13 

净利润 -7,455,465.22 19,961,590.27 12,713,009.79 36,281,079.13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314,265.95 35,836,605.60 40,123,310.22 52,703,345.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7,777.67 15,791,977.54 -20,859,186.66 -2,874,220.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1,112,524.16 22,114,501.53 -15,930,445.25 -56,467,842.5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8,144,567.78 73,743,084.67 3,333,678.31 -6,638,717.37 

4、其他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月 30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所得税 - - - - 

税金及附加 217,109.75 2,662,277.47 3,168,591.62 4,305,446.69 

长期借款 - - - - 

短期借款 280,000,000.00 280,000,000.00 280,000,000.00 280,000,000.00 

财务费用 6,984,703.49 2,117,514.59 15,292,580.33 17,595,722.34 

利息费用 7,064,343.60 2,227,644.57 15,325,191.03 17,668,899.59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20 0.13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05 15.86 14.07 55.81 

注：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度、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辅导企业的其他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情况 



本辅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的履行相应的职责。 

2、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本辅导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决策制度制定及变更事项。 

3、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公司针对自身特点，正逐步梳理现有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拟建立并完善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制度。 

4、有无重大诉讼和纠纷 

本辅导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诉讼和纠纷的情况。 

（三）对辅导企业的整改方案内容及落实情况 

公司在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方面仍有些不足，督导机构将与相关人员进一步

梳理并积极完善。整改方案内容及落实情况：辅导机构将与律师配合，帮助公司

完善建立专门委员会，梳理内控流程。另外随着辅导工作的不断深入，辅导小组

会严格按照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的规范运作进行核查，对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有针对性培训，督促公司及相关人员合法合规经营。 

三、辅导企业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上一阶段问题的解决情况 

公司已聘任了独立董事，上一辅导期内，公司尚未设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辅导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帮助及督促公司尽快在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二）目前尚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法定代表人）对证券市场基本知识、发行上市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证券市

场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了解还不够充分、理解还不够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体系，但与上市公司

标准相比仍有不足，需不断规范与完善。公司应参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 

（三）辅导企业的配合情况 

祥盛家居对本阶段的辅导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积极响应并配合华创证券辅

导工作小组开展的辅导培训。 

公司提供了必要的沟通场所，协调相关部门并指定专门人员对接辅导人员及

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工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辅导人员积极沟通。 

本辅导期内，祥盛家居按规定和辅导协议约定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

况良好。 

四、辅导企业当前遇到的主要困难 

无。 

五、辅导企业对辅导机构工作的建议 

在辅导机构的统一协调下，继续根据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组织其他中介机构

落实辅导工作。 

六、辅导企业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本辅导期内，华创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和签订的《辅导协议》开展各项具体的辅导工作，认真履行了辅导

职责，并在公司的积极配合下，辅导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果。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