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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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公司、申请人、麦克韦尔 指 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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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信息披露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试行）》 

《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发行业务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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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克韦尔”或“公司”） 

证券简称：麦克韦尔 

证券代码：834742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东财工业区16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东财工业区16号 

联系电话：+86-755-61156913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董事会秘书兼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邱凌云 

联系传真：+86-755-61156999  

电子邮箱：info@smoorecig.com 

互联网址：http://www.smoorecig.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子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民营科技创新企业。公司专注于

电子烟业务领域，致力于电子烟的科学研发与生产，为欧美大型烟草公司和品牌运

营商提供适销对路的电子烟，不断向市场推出高品质、多元化的产品，以提高人们

的生活品质，向大众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 

为拓展公司业务、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从而保障公司经营的持

续发展，特进行此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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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的拟发行对象为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2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备案的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司，以及公司实施优先认购权的

在册股东。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序号 
投资者名

称 
投资者类别 

拟认购股份

数量 

（万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

方式 
备注 

1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机构投资者（法

人股东） 
20.00 11.80 236.00 货币 

做市

库存

股 

2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机构投资者（法

人股东） 
10.00 11.80 118.00 货币 

做市

库存

股 

合计 30.00  354.00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350000158159898D 

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510100201961940F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

的股份。本次发行对象跟公司及公司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2、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股权登记日（即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享有优先

认购权，每个在册股东按其股权登记日持股比例确定相应的配售上限（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持股比例乘以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作为优先认购数量上限，出现小数

时，向下取整），在册股东可在其配售上限内按比例认购新增股份。 

各股东应于2016年7月19日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前，主动向公司出

具附件所示《关于优先认购的承诺函》，可通过传真、快递等多种方式提交至董事

会秘书处并电话确认，逾期不提交《关于优先认购的承诺函》的，视为放弃优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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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承诺认购的股东需在股票认购公告中指定的缴款截止日前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

指定账户，逾期缴纳认购资金的，视为放弃优先认购，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股东自

行承担。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80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

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协商

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数量及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35.00万股（含35.00万股），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413.00万

元（含413.00万元）。 

（五）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募集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设立并公告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董事会已为本次股票发行设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城支行 

账号：44250100001100000464 

（六）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

况；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及其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造成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

况，不会导致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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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了一次现金分红。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5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有总股本63,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67元人民币现金，共分配现金股利4,221,000.00元。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4

月19日实施完毕。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造成影响。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以及发行对象对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八）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销

售自有品牌的需要，公司营运资金需求相应增加，公司计划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增加营运资金规模。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拟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原材料采购 货款 3,540,000.00 

合计  3,540.000.00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近年来，公司发展势头强劲，营业收入逐年快速增长，详情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预计） 

2015年度 

（经审计） 

2014年度 

（经审计） 

201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987.04 29,444.35 26,932.59 17,424.35 

较上期增长率 120.71% 9.33% 54.57% - 

对此，公司通过股票发行的方式募集补充流动资金，以应对电子烟销售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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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保障公司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提高

客户服务和销售团队的综合能力，促进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并增强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3）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根据销售百分比法，公司对其流动资金的需求测算如下： 

项目 2015 年实际（元） 销售百分比 2016 年预测（元） 

营业收入 294,443,545.09 100.00% 649,870,400.00 

货币资金（经营性） 25,101,871.33 8.53% 55,402,685.62 

应收账款 48,032,908.98 16.31% 106,014,094.36 

预付账款 998,390.80 0.34% 2,203,562.07 

其他应收款 11,014,734.67 3.74% 24,310,772.46 

存货 92,155,124.23 31.30% 203,396,842.77 

其他流动资产 3,986,030.77 1.35% 8,797,623.36 

经营资产合计 181,289,060.78 61.57% 400,125,580.64 

应付账款 93,655,140.56 31.81% 206,707,549.45 

预收账款 8,009,055.46 2.72% 17,676,896.51 

应付职工薪酬 7,134,419.12 2.42% 15,746,474.61 

应交税费 4,453,905.01 1.51% 9,830,275.03 

其他应收款 14,066,810.66 4.78% 31,047,051.37 

经营负债合计 127,319,330.81 43.24% 281,008,246.98 

净经营资产总计 53,969,729.97 18.33% 119,117,333.66 

流动资产融资需求 
=2016 年预计净经营资产总计-2015 年实际净资产总计 

=119,117,333.66 元-53,969,729.97 元=53,969,729.97 元 

由上，伴随公司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流动资金不足以支撑公司的增长速度。

公司本次融资完成后，将有效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

风险能力，保障公司后续业务的快速、持续、稳健开展。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

份比例共享。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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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审议《关于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4、审议《关于同意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仅需要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

批、核准事项。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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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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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整体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综合竞

争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

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相关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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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6年3月向7名原股东和25名新增投资者定向发行300万股股票，发行

价格为11.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3,540.00万元，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截止本

方案公布日，已使用3,540.00万元，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经营活动——购买原材料 货款 26,106,307.35 

经营活动——支付职工薪酬 工资 7,289,190.68 

投资活动——购买设备 设备款 421,395.00 

经营活动——支付其他日常费用 报销 1,583,106.97 

合计  35,400,000.00 

公司2016年3月募集资金总额3,540.00万元已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并使用后，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资产负债

结构更趋稳健，资金流动性增强，对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有受到

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

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二）股票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1、股票认购协议签署主体. 

股票发行方：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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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方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在股份认购公告中披露的缴款期间将认购款足额汇入

股票发行方指定账户。 

3、认购价格及数量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认购价格为11.80元/股。基于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发

展前景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认购数量合计为30.00万股，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拟认购股份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36.00 

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18.00 

合计 30.00 354.00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在经股票发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

行事项后生效。 

5、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6、自愿限售安排 

无。 

7、估值调整条款（例如以达到约定业绩为条件的股权质押、股权回购或现金

支付等） 

无。 

8、违约责任条款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在本协议中所

作的承诺与保证事项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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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00 

项目负责人：王昭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于秀峰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B 座 11 层 

电话：0755-88286488 

传真：0755-88286499 

经办律师：刘震国、韩雪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华 

住所：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电话：+86 10 8566 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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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10 8566 5120 

经办会计师：付后升、高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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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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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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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用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全体董事： 

                                                                     

刘金成                    陈志平                   邱凌云 

 

                                                

葛辉明                    唐秋英 

 

全体监事： 

                                                                          

熊少明                    于东生                   潘卫东 

 

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汪建良                  邵永锋 

 

 

 

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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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优先认购的承诺函 

本 人 / 本 机 构 ___________ ， 身 份 证 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东，截

至____年___月___日，持有公司_________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________%。 

本人/本机构业已知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现承诺：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时，本人/本机构将：  

行使作为公司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本次所发行的股票的权利。按照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方案，本人/本机构承诺认购________股，并将按公司规定将资金存入公司

账户。  

自愿放弃作为公司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本次所发行的股票的权利，由此带来 

的任何收益或损失均由本人/本机构承担。  

如有其他股东放弃认购的，本人/本机构愿意在持股比例外认购________ 

股，同意公司根据申购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若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则本承诺函自2016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失效。 

本人/本机构拥有意愿、能力和资格签署本承诺函，本承诺函一经签字盖章并送

达公司经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不可撤回，由于本人/本机构愿意造成本承诺函

不可履行，由本人/本机构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签章）： __________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