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872795        证券简称：维尔思          公告编号：2018-017 

 

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住所：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工业集中区开创路 1号（P） 

 

 

 

 

 

 

 

 

 

主办券商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二〇一八年八月 



证券简称：维尔思           证券代码：872795         公告编号：2018-017 

 
 

1 

 

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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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维尔思 
指 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的统称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主办券商 指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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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维尔思 

证券代码：872795 

注册地址：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工业集中区开创路 1号（P） 

办公地址：盐城市希望大道南路 5号国际软件园 4号楼 803室 

法定代表人：邢青松 

董事会秘书：徐钧 

电话：0515-88515000 

电子邮箱：2902058@qq.com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均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 

  

mailto:29020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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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如下：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或发行对象的范围）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一）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定向发行。 

1.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高翠芳，女，汉族，1965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硕士学历，身份证号码

320***********6325，高翠芳为公司在册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在公司任总经理

职务。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邢青松为夫妻关系、

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股东邢辰阳为母子关系。除外与公司股东及董监高无关联关系。 

3.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本次股票发行已确定的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自然人股东、公司高管高翠芳（以

下简称认购方），认购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3,000,000 股，认购金额不超过 12,000,000 元，拟认购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高翠芳 不超过 3,000,000 不超过 12,000,000 

合计 不超过 3,000,000 不超过 12,000,000 

注：若公司现有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每一股东（定向发行对象除外）可优先认

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上限股数与其持股比例的乘积。在册股东须于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指定日期前将认购资金缴存于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为放弃。 

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部分，全部计入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认购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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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投资者人数合计不超过 35人。 

（二 ）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

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

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

公司章程对优先股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现行《公司章程》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未做约定，因此公司股权登记日在册

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在册股东可优先认购。 

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则视为现有股东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1、在册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2018 年 8 月 29 日）前签署放弃优先认购

权的书面承诺； 

2、在册股东在股权登记日（2018 年 8 月 20 日）至股东大会召开日（2018 年 8

月 29日）之间未主动与公司联系并签署相关股份认购协议； 

3、在册股东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后未按照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期

限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 

注：在册股东是指审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股权登记日（2018年 8月 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参与认购的相关董事、股东须在本次发行之董事会、股东大会中自动回避相关议

案表决，如未回避表决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或价格区间）及定价方法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00元，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审字（2018）第 2666 号

《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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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55,891,700.63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12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 7,032,976.82 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行业平均市盈率、公司成长性、

净利润、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与发行对象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二）发行方式：定向发行。 

（三）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3,000,000 股（含 3,000,000 股），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12,000,000.00 元（含 12,000,000.00 元）。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

人需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全部股份。具体发行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五、公司除息除权、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公司自 2018年 5月 23日挂牌以来，未进行分红派息、转增股本，不涉及因公司

分红派息、转增股本而可能调整股票发行价格的情况。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认购的

股份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六、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定向发行的全部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本次

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及其他相关规定办理限售，发行对象无其他自愿锁定承诺。  

七、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募集资金必要性及测算过程 

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业务渠道拓展的需要，公司存在资金需

求（下述测算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或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



证券简称：维尔思           证券代码：872795         公告编号：2018-017 

 
 

8 

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项资

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

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程度。根据流动资金估算法，估算过程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

票据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额＝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2017

年末 

占 2017

年度营业

收入比重 

预计 2018年度

/2018年末 

预计 2019年度

/2019年末 

营业收入 
117,039,244.6

3 
100.00% 138,733,125.92 230,254,418.35 

应收账款 68,327,549.48 58.38% 80,992,398.91 134,422,529.43 

应收票据 1,474,850.00 1.26% 1,748,037.39 2,901,205.67 

预付账款 19,770,888.66 16.89% 23,432,024.97 38,889,971.26 

存货 47,101,001.34 40.24% 55,826,209.87 92,654,377.94 

经营性流动资产 
136,674,289.4

8 
116.78% 161,998,671.14 268,868,084.31 

应付账款 38,613,584.67 32.99% 45,768,058.24 75,960,932.61 

预收账款 25,773,307.00 22.02% 30,549,034.33 50,702,022.92 

应付职工应酬 474,462.58 0.41% 568,805.82 944,043.12 

应交税费 5,077,385.05 4.33% 6,007,144.35 9,970,016.31 

应付票据 0.00 0.00% 0.00 0.00 

经营性流动负债 69,938,739.30 59.76% 82,893,042.74 137,577,014.96 

流动资金占有额 66,735,550.18  79,105,628.40 131,291,069.34 

流动资金需求   12,370,078.22 52,185,4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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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合计 64,555,519.16 

注：上述测算数据不构成公司对 2018 年及 2019年的盈利预测或承诺。请投资者

不要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假设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以

2017年为基础期（已审计），采用销售百分比测算 2018年度流动资金需求。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为 1.17亿元，较 2016年 0.5亿元增长了 134%。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经营不断扩张，另外 2018 年新增市政工程和园林绿化项目，预计 2018 年增长率为

18.54%，2019 年增长率为 65.97%（预测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和承诺），预测 2018年

营业收入为 1.38 亿元，2019 年为 2.3 亿元。结合 2018 年公司合同签约情况以及市

场前景预测，根据上述测算，预计 2019 年末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缺口达

64,555,519.16元（此为预测数，具体以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 12,000,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性资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八、本次股票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

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增

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认购对象不超过 35 人，本次股票发行后，预计公司股东人数

将不会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无需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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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安排  

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年 8月 8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常见问答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等有关规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

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董事会将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

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会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

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

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

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方面没有发生

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将壮大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公司业务规模持

续扩大，促进公司未来发展，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

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发行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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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其他披露主要重大事项 

1、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

形。 

2、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3、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

责的情形。 

4、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二、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签订主体及签订时间 

签订主体： 

甲方（发行人）：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高翠芳 

签订时间：2018 年 8月 1日 

2、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本次定向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按照届时发布的缴款时间，将认购款汇入发行人指定账户。 

3、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由双方签署，并且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本合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并经合同各方签字

盖章。 

认购人为公司在册股东，满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资格。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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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同附带的保留条款及前置条件 

合同除所述的协议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投资者认购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无自愿限售安排。 

6、估值调整条款 

协议未约定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与赔偿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若认缴股份的任何

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股份认购款，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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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刚 

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联系电话：010-64408701 

传真：010-64408973 

经办人员：张金、孙平和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虎踞南路 2-18号兴宇大厦 8号 501室 

负责人：王书赟 

经办律师：王书赟、汤旭东 

联系电话：025-86669459 

传真: 025-86669459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 1号商务中心二期五楼 511-512 

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桦、 曹爱民 

经办注册会计师：桂标、 刘一锋 

联系电话：029-88275921 

传真：029-8827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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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邢青松__________    高翠芳___________   徐林林_____________    

 陈龙华__________    冯天瀛__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字： 

陈  亚___________   高   林___________   吴中华__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高翠芳____________    戚思忠___________   徐钧____________   

 

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