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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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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股

票发行方案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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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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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股份公司、发行人、

致生联发 
指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

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章程、公司章程 指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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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业务细则（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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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解答（三）》 指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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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方案》 指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中银证券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公司全称已由“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 1月 22日，公司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6年 2月 15日按规

定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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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证券简称：致生联发 

（三） 证券代码：830819 

（四） 法定代表人：卜巩岸 

（五） 董事会秘书：唐建军 

（六）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中路甲一号朝来高科技产

业园内 9号写字楼地上八层 801-809室 

（七） 电话：010-57503227 

（八） 传真：010-57503227-8016 

（九） 网址：www.zslfinfo.com 

（十） 所属行业：I65-软件与信息服务业 

（十一）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间：2014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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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主要用于智慧城市业务领域的项目建设投资，加大

公司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这将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二） 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 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股权登记日（2017 年 2 月 6 日）在册

股东、以及其他不超过 35 名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和《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 

2、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 201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审议通过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公

司公开发行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时，公司原在册股东不享有股份优

先认购权”。 

（三）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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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4.95元/股（含本数）不超

过 5.20元/股（含本数），最终价格将同投资者协商确定。 

公司自 2016年 7月 11日复牌交易以来，市场对公司股票预期良

好，本次发行定价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后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0万股（含本数），预计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2,000.00 万元（含本数）。认购

方式为现金认购。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其中认购股票的票面金额计入

注册资本，剩余投资款在扣除发行费用（包括融资财务顾问费、律师

费、验资费等）后计入资本公积。 

（五） 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进行了第一次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

总股本 2,1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0.476190股，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9.523810股，权益分派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42,000,000 股。公司本次转增股本及分红派息已

于 2014年 11月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进行了第二次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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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 67,845,936 股为基数，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0 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339,229,680股。公司本次转增股本已于 2015年 11月实施完毕。 

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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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息事项，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

调整，亦不会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造成影响。 

（六）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将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为：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

12个月（含）。限售期满后，新增股份应按照《公司法》、《业务规则

（试行）》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和限售。 

（七）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及本次募集

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完成了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84,825,592.10元。历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5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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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015年 4月 22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4,465,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价格

人民币 7.1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790,8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用于公司的

扩大业务规模、新产品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 

公司于 2015年 6月 1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5】2362号《关于

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31,790,800.00  

减：发行费用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9,091,780.37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16,699,019.63  

用于股权收购  -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6,0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2）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5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2015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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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19,029,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价格

人民币 14.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83,151,520.00 元。本次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用于公司

的扩大业务规模、新产品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5】2822 号《关

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83,151,520.00  

减：发行费用  3,931,515.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472,476.71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269,192,481.71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  

用于股权收购  -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1,5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3）第三次股票发行 

2015年 8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2015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2,351,93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价

格人民币 22.7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3,553,572.10元。本次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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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收购。 

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4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5】6742号《关

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53,553,572.10  

减：发行费用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用于股权收购  53,553,572.10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4）第四次股票发行 

2015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2015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2016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24,910,000 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价格人民币 4.6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6,329,700 元。本

次募集资金主要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收购，并开拓公司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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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建设领域的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6】2173 号《关

于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16,329,700.00  

减：发行费用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4,191,296.95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66,557,320.37  

用于股权收购  43,081,082.68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2,5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但对于公司第四次募

集资金使用中出现的特殊情形进行如下说明： 

根据公司第四次股票发行时公布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本次募集

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收购，并开拓公司在智慧城市建设 

领域的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在第四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

司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传统安防业务进展顺利，公司在此期间需要支

付大量采购款，因第四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此期间不能使用，公

司与北京银行九龙山支行签署了《借款合同》，以贷款资金向北京和

晟融合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采购款 19,991,933.00元、向中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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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经贸有限公司支付采购款 23,444,181.00元、向北京弘同发技术有

限 公 司 支 付 采 购 款 26,320,226.00 元 ， 总 计 贷 款 金 额 为

69,756,340.00元。公司取得第四次股票发行的股份登记函后，使用

募集资金偿还了该笔银行贷款。  

3、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存在的问题 

（1）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闲置募集

资金 10,000,000.00 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支行非保

本浮动收益性《鼎鼎成金 68537》理财产品，该交易未履行相应的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且

未及时披露。 

2015 年 6 月 4 日、2015 年 6 月 5 日，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10,000,000.00元购买中国银行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产品，该交易未履行相应的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且未

及时披露。该交易已分别于 2015年 6月 26日、2015年 6月 29日赎

回，投资收益 9,589.01元 。 

上述交易违反了《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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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理，经履行法律法规、规章、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14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并披露后，可以投资于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的规定。 

（2）第二次股票发行 

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使用本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如下：2015年 7月 7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50,000,000.00

元北京银行保本保证收益型《SRB1507012》型理财产品；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分别购买 100,000,000.00 元北京银

行保本保证收益型《SRB1507013》型理财产品；2015 年 7 月 7 日，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0,000.00 元购买北京银行保本浮动收

益理财产品《M011111006》型理财产品。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与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添利宝”机构性存款协议》，金额

20,000,000.00 元，收益起算日：2015 年 7 月 9 日，到期日：2015

年 10月 9日。 

上述交易，未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且未及时披露。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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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

理，经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

策程序并披露后，可以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的规定。 

（3）第四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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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 5日，公司利用募集资金 116,329,700 元购买了北

京银行保本保证收益型《SRB1602030》理财产品，该交易违反了《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中关于“挂牌公司在取

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规定。 

整改措施 

（1） 理财产品赎回及投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购买时间 购买金额 赎回时间 赎回金额 投资收益 

理财产品 2015/6/4 10,000,000.00 2015/7/13 10,000,000.00 46,990.00 

理财产品 2015/6/4 8,000,000.00 2015/6/26 5,000,000.00 
9,589.01 

理财产品 2015/6/5 2,000,000.00 2015/6/29 5,000,000.00 

理财产品 2015/7/7 50,000,000.00 
2015/9/25 10,000,000.00 92,054.79 

2015/8/24 40,000,000.00 220,931.51 

理财产品 2015/7/7 100,000,000.00 2015/9/25 100,000,000.00 920,547.95 

理财产品 2015/7/7 80,000,000.00 

2015/7/16 60,000,000.00 36,821.92 

2015/7/28 15,000,000.00 
22,150.63 

2015/8/10 5,000,000.00 

理财产品 2015/7/9 20,000,000.00 2015/10/9 20,000,000.00 205,778.08 

理财产品 2016/2/5 120,000,000.00 2016/3/21 120,000,000.00 488,219.18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已赎回，且未出现投资亏损的情

形。 

（2）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就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补充履行了决策程序并予以

补充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20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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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网站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6）。审议通过了《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内容，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在不占用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前提下，利用闲置资金用于

投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并对 2015 年上半年购买的全部理财产品进

行了确认。2015 年 9 月 18 日，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决议公告编号：2015-074）。 

（3）内控制度完善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公司已制定了《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持续沟通，管理层也

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内控制度的学习。

同时，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已积极报名参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和主办券商组织的培训和讲座，加强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 （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 》、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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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学习。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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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承诺函》：“未来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规定，杜绝任何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本人违

反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4、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严格依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

存储、监管，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板块的项目建

设投资（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杭州市运河大剧院信息

化建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提升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加速公司转型升级进程，提升市场占有率。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人民币，万元） 

占募集资金 

总额比重 

1 
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 

二期工程 
18,000.00 34.75% 

2 
杭州市运河大剧院 

信息化建设项目 
12,000.00 23.17% 

3 偿还银行贷款 7,800.00 15.06% 

4 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 27.02% 

合计 51,800.00 100.00% 

（1）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A、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投资必要性分析 

2016 年 8 月，公司与东蓝数码有限公司、中线渠首（南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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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合同》，合同总额

逾 3.5亿元，通过“中线渠首有机农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打造了

一条“从田头到餐桌”的可视化、可追溯的安全产业链。项目作为南

阳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重点支持的对口援建项目，以及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地保护的试点项目，为北京、天津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

市民吃到天然健康有机蔬菜打通了一条绿色通道。目前，项目已完成

终验并正式投入使用。 

河南省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作为

南阳和北京两市协同打造的水源地保护试点项目，南阳市智慧农业项

目取得了超预期的成功。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南阳市

淅川县（南阳市核心水源区四县之一），一万亩试点有机智慧种植基

地已建成，种、采、收、仓、运全程可追溯的有机产品自上线以来销

售火爆，北京地区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目前，南阳市智慧农业项目仅可辐射南阳市水源区 20万亩种植

基地，仅可满足北京市 0.26%的人口对有机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即使

不考虑增长性的情况，北京市目前的有机消费需求已接近 7%。与此

同时，南阳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内尚有将近 80万亩耕地

在面临污染治理要求之列，在水源地水质保护和受水区优质农产品供

应的双重需求下，南阳市政府提出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的建设，旨在南阳市全域范围内推广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作为水

源地保护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并对原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中的

智能冷链、大棚、溯源体系进行同步扩张至南阳市其他核心水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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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智慧农业项目”的实施标志着公司在物联网领域的多项

技术研究成果在农业领域成功得到落地应用，致生联发打造的“玉枢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还被工信部评为“2016年度物联网解决方案”，

基于此公司致力于将智慧农业领域成熟的技术体系与商业模式迅速

复制以保证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结合南阳市政府拟大力推广“南阳

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作为水源地保护试点项目成功经验，并提出南

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的契机，公司新一期智慧农业项

目的落地有望，这必将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B、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可行性分析 

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公司已构建了完善可复制的

互联网+农业的技术体系。参与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必

将加快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拓展更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公司正在

积极拓展其他省份的有机农业市场，利用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构

建的有机农产品品牌及渠道优势，结合自身成熟领先的技术优势，迅

速帮助其他省份建立地方智慧农业技术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

有机农产品满足相关指标的前提下，通过公司京津地区销售渠道帮助

地方政府进行销售。在实现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

确保公司利润的大幅增长。 

C、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测算过程 

预计 2017年 7月，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开始施工

建设，主要资金投入为智能冷链体系建设费用、智能大棚扩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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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溯源系统扩建费用、高分卫星遥感监测体系建设费用、有机智

慧农业产业园区综合方案费用以及预备费用，总计投资金额约为

18,000.00万元，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项目 占比 
金额 

（人民币，万元） 
说明 

1、智慧冷链体系建设 44.44% 8,000.00 
库容 5万吨的现代智能冷库及智能物

流管理系统。 

2、智能大棚扩建 27.78% 5,000.00 

50个智能温室大棚，包含对温湿度、

土壤、水分、空气、等作物生长环境的

智能监测、控制系统。 

3、农产品可视化溯源

系统 
9.45% 1,700.00 

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可视化

追溯系统，建立农产品安全档案。 

4、高分卫星遥感监测

体系建设 
7.00% 1,260.00 

建立高分卫星监测中心，监测有机农作

物的长势、病虫害、估产等信息。 

5、有机智慧农业产业

园区综合方案 
6.33% 1,140.00 

园区视频管理监控、智慧中心大屏展示

系统、园区入侵报警、综合办公平台、

ERP有机农业管理系统等。 

6、预备费用 5.00% 900.00 

工程措施费用、现场障碍排除费用、施

工场地及毗邻区域内的供/排水、供电、

供气、通信、等地下管线费用、气象和

水文观测费用、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

地下工程的有关费用，以及其他与建设

工程有关的原始费用等。 

项目投入总计 100.00% 18,000.00 
预计 2017年 7月至 2017年 12月整体

项目投入金额。 

（2）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 

A、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投资必要性分析 

杭州市是全国著名旅游城市，作为杭州市未来重点发展的旅游地

标，杭州大运河商圈是杭州目前规模最大、业态最齐全、规划最超前

的具有国际领先标准的现代化都市综合体。 

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是浙江省《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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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项目名单》中的项目。杭州运河大剧院坐落于钱塘江边的之江路，

其西南方向是杭州国际会展中心，西北面为杭州市行政中心，总建筑

面积 5万平方米。主体设施由一座可容纳 1600人的歌剧院，一座可

容纳 600人的音乐厅，一座可容纳 400人的可变剧场和一座可容纳

700人的下沉式露天剧场及室外文化广场组成。项目位于京杭大运河

的支流西塘河旁，是大运河商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杭州大运河商圈

是杭州市重点发展的运河特色旅游和文化商圈，是杭州旅游业的未来

地标之一。 

参与“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中的信息化建设工程，将会拓展

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板块的涉足领域，同时能够将公司大数据体系在

旅游行业进行落地，为公司带来良好的业绩增长。 

B、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可行性分析 

大运河商圈是杭州市规划的包含“西湖商圈”、“钱江新城”在内

的三个大商圈之一，是目前杭州城市发展新的热点与重点，将成为推

动杭州城市发展的第三个“核芯”，市场前景可观。 

    C、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测算过程 

预计 2017年 9月，杭州市运河大剧院项目开始施工建设，主要

资金投入为机电工程费用、信息化系统工程费用、旅游数据中心建设

费用以及预备费用，总计投资金额约为 12,000.00万元，具体测算过

程如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99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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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占比 
金额 

（人民币，万元） 
说明 

1、机电工程 30.00% 3,600.00 
大剧院及商业配套的空调、消防、

水电、楼宇智能等机电工程。 

2、信息化系统工程 28.00% 3,360.00 
建设旅游信息化综合指挥调度中心

及分项系统。 

3、旅游数据中心 37.00% 4,440.00 建设运河商圈旅游数据中心。 

4、预备费用 5.00% 600.00 

工程措施费用、现场障碍排除费用、

施工场地及毗邻区域内的供/排水、

供电、供气、通信、等地下管线费

用、气象和水文观测费用、相邻建

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费

用，以及其他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

始费用等。 

项目投入总计 100.00% 12,000.00 
预计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7月整

体项目投入金额。 

（3）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拟通过募集资金偿还的贷款总额为 7,800.00万元，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季度报告披露数据计算，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 27.06%将下降至 18.29%。通过募集资金偿还贷款有利

于降低短期偿债压力，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利润

空间，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公司保持稳健发展。 

    银行贷款明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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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人民币，元） 
利率 

贷款 

期限 
时间 贷款方式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东城区支行 
10,000,000.00 

基准上浮 48.5基点 

（一个基点为 0.01%） 
11个月 

2016年 6月 27日 

-2017年 5月 26日 
实用新型质押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龙山支行 
6,000,000.00 基准利率上浮 20% 12个月 

2016年 6月 6日 

-2017年 6月 6日 
信用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学院路支行 
30,000,000.00 5.655% 12个月 

2016年 9月 27日 

-2017年 9月 27日 
信用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融街支行 
20,000,000.00 基准利率上浮 20% 12个月 

2016年 11月 23日 

-2017年 11月 22日 
信用 

5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支行 
12,000,000.00 基准利率上浮 20% 11个月 

2016年 12月 30日 

-2017年 11月 30日 
信用 

合计 7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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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流动资金 

①本次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补充流动资金需求规模=2016 年新增营运资金缺口+2017 年新增

营运资金缺口-明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预计期间留存收益 

根据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及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的结构情况，公司未

来两年的营运资金需求情况测算如下： 

A、测算假设 

营运资金金额测算主要基于以下假设：公司所遵循的现行法律、

政策以及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业务所处

的行业状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供应市场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现有产品的价格不会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而发生重

大变化；公司制定的各项生产经营计划能按预定目标实现；公司营运

资金周转效率不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假设业务毛利率和各经营性应收

应付科目周转率与 2015年保持一致。 

B、测算方法 

根据公司最近两年营运资金的实际占用情况以及各项经营性资

产和经营性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以估算的 2016-2017年营业

收入为基础，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对构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

金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

期间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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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测算过程 

1）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和主要经营性负债占营业收入比重的预

测 

由于营运资金占用金额主要来自于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经营

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在公司经营模式及各项资产负债周转

情况比较稳定，未来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各项经营性资产、

负债与销售收入应保持较稳定的比例关系。综合考虑后选取最近两年

经营性应收、应付及存货科目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预测 2016年

至 2017年的各项经营性资产、负债的数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年 
占营业收

入比例平

均值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应收账款 65,551,054.08 22.92% 7,689,047.79 6.35% 14.64% 

预付账款 70,093,443.99 24.51% 32,847,665.14 27.12% 25.82% 

存货 154,645,154.68 54.08% 68,371,052.88 56.46% 55.27% 

经营性流动资

产合计 
290,289,652.75 101.52% 108,907,765.81 89.93% 95.72% 

应付账款 1,985,502.83 0.69% 142,510.17 0.12% 0.41% 

预收账款 462,902.02 0.16% 58,634,531.27 48.42% 24.29% 

经营性流动负

债合计 
2,448,404.85 0.86% 58,777,041.44 48.53% 24.69% 

营业收入 285,945,963.48 100.00% 121,105,609.30 100.00% - 

2）公司营业收入及其增长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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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近两年收入增长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平均值 

营业收入  285,945,963.48   121,105,609.30  - 

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136.11% 102.67% 119.39% 

B、近三年收入增长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年 2013年 平均值 

营业收入 285,945,963.48 121,105,609.30 59,753,687.25 - 

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136.11% 102.67% 45.70% 94.83% 

C、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公司 2013年至 2015年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 118.76%。 

D、预计 2016-201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近期,互联网+行业保持持续的景气态势，行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

遇。伴随着国内安防市场解决方案的需求拉动，大大促进了各行业领

域的规模化应用，城市级智慧城市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行业市场空

间巨大。 

公司自我定位为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2016年公司承

揽了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并取得了圆满成功；预计在 2017年启

动南阳市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并向其他区域的农业大省推

广，公司将互联网+为主营业务拓展，同时积累大量的底层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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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为提供差异化服务提供技术支持，未来

公司业务将在诸多互联网+领域落地。 

取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平均值、近三年营业收入同比增

速平均值以及 2013年至 2015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的最低值，即公

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平均值 94.83%作为增长率来预测所需资

金。预测是基于 2015年收入主要来源，在营业收入保持 94.83%的增

长率的基础上，所需的流动资金缺口。 

3）公司未来两年营运资金占用情况预测 

根据上述假设及测算，在其他经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流动

资金缺口的测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 

预测期 

2016-2017

年预计占比 
2016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285,945,963.48 100.00% 557,108,520.65 1,085,414,530.78 

应收账款 

(余额) 
65,551,054.08 14.64% 81,560,687.42 158,904,687.31 

预付账款 70,093,443.99 25.82% 143,845,420.03 280,254,031.85 

存货 154,645,154.68 30.00%   167,132,556.20 325,624,359.23 

经营性流动资

产合计 a 
290,289,652.75 70.46% 392,538,663.65 764,783,078.39 

应付账款 1,985,502.83 0.41% 2,284,144.93  4,450,199.58 

预收账款 462,902.02 24.29% 135,321,659.67 263,647,189.53 

经营性流动负 2,448,404.85 24.70% 137,605,804.60 268,097,3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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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年 

预测期 

2016-2017

年预计占比 
2016年 2017年 

债合计 b 

各年度资金占

用 c=a-b 
287,841,247.90 - 254,932,859.05 496,685,689.28 

基期营运资金 d - - 287,841,247.90 254,932,859.05 

预测期营运资

金需求 e=c-d 
- - -32,908,388.85 241,752,830.23 

预测其总营运

资金需求 
208,844,441.38 

（注：以上 2016年与 2017年预测数据仅用于本次流动资金测算，不

构成盈利预测或承诺。此外，由于 2016 年已经结束，所以资金需求

取 2017年的需求值）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均未对年度盈利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明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预计期

间留存收益为 0.00元。 

根据以上测算，公司 2017年基于 2015年业务经营发展所需的营

运资金缺口为 241,752,830.23元。本次募集资金中仅 14,000.00万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剩余流动资金缺口。 

5、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 

公司已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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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公司融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致生联发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16-117）。公司将

会为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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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

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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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议案如下： 

1、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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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且需向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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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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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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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变化。 

（二） 本次股票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

力增强。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三） 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无相关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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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

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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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存在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

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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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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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 主办券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39F 

法定代表人：宁敏 

项目负责人：吕晓波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徐久龙、刘蒙、迟骋、陈思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传真：010-66578950 

（二） 律师事务所：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2座1910 

单位负责人：付朝晖 

经办律师：秦鹏宇、邵思 

联系电话：010-65178866 

传真：010-65180276 

（三） 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添波、颜新才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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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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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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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之签

字页） 

全体董事签名： 

卜巩岸                          唐建军                     

贺  杰                          于晓潭                     

叶  巍                          卫保川                     

全体监事签名： 

石燕志                          施俊峰                     

李玥莹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卜巩岸                          唐建军                     

于晓潭                          叶  巍                     

王子亨                          刘冬雪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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