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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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行方案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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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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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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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

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本公司、我公司、圣

博润 

指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西部证券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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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全称：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圣博润 

证券代码：430046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56 号西区 64 楼第七层 711 房间 

法人代表：孟岗 

公司董秘：张彬 

邮政编码：100044 

公司电话：010-82138088 

公司传真：010-82137982 

公司网址：www.sbr-info.com 

电子邮箱：zhangbin@sbr-info.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近几年业务连续增长，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本次股票发行旨在稳定公司

核心团队、增强公司资本实力、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不安排优先认购。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约定，“公司发行股票，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采取向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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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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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的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中，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股

东外的新增股东不超过 35 位。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 元/股。本次发行定价综合参考了公司每股净资产、公司

股票二级市场成交价格、公司成长性等因素。 

（四）发行股份数量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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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股票不超过 8,250,000 股（含 8,250,000 股）人民

币普通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3,000,000 元（含 33,000,000 元）。 

（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票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时，发行

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公司预计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票发行完成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的情形，不需

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2014 年度进行了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5 股，

此次权益分派对本次发行价格无影响。 

2015 年度进行了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此次权

益分派对本次发行价格无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参与本次发行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有股东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其余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票无其他限售安排、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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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用途 

1、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由于经营业务快速发展，公司增加了营销建设和研发的投入，另外为了满足生产经

营需要，公司还采购了大量硬件设备用于生产和备货，导致经营性资金缺口较大，需用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需求。 

3、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流动资金需求测算） 

①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原理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影响，公司预测2017

年末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计算了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即经营性流

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差额），还考虑了公司年度盈利及现金分红的影响。 

预测期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预测期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预测期平均流动资金占用=预测期流动资产-预测期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缺口=预测期平均流动资金占用-基期营运资金-留存收益 

②营业收入预测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年均复合增长率43.96%，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4,563.75           5,859.39        9,458.15  
年均复合增长率 43.96% 

公司 2013-2015年度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3.96%，假设公司 2016年、201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保持 50%的水平，2017年预计销售收入 21,280.85万元。 

③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其他假设条件 

假设用于测算的财务指标为发行人最近两年（2014-2015年）财务指标的平均数，

相关财务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财务指标名称 2015年 2014年 平均数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7 

1 应收账款周转率 1.78 1.79 1.78 
2 预付款项周转率 5.79 2.37 4.08 
3 存货周转率 2.98 2.37 2.67 
4 应付账款周转率 13.84 11.29 12.56 
5 预收款项周转率 63.43 33.61 48.52 
6 综合毛利率 49.86% 61.73% 55.80% 
7 销售净利率 13.67% 12.45% 13.06% 

 

④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计算过程 

本次测算，以 2015年为基期，2016年、2017年为预测期，根据流动资金估算法和

上述假设，估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预测期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营业收入①  9,458.15     14,187.23  21,280.85 

营业成本  4,742.66 6271.47  9406.13  
应收账款     7,227.49  8713.22 15197.84  
预付款项       947.67  2126.58 2484.27  
存货     1,775.78  2921.95 4123.84  
流动资产小计②     9,950.94     13,761.75 21805.95  
应付账款       407.96  590.68 907.11  
预收款项       135.56  449.23 427.97  
流动负债小计③       543.52      1,039.91 1,335.08 
预测期资金占用④=②-③     9,407.42     12,721.84 20,470.87 
基期营运资金⑤      9,407.42 12,721.84 
预测期销售利润率⑥   13.06% 13.06% 
预测期股利支付率⑦   35.00% 35.00% 
预测期留存收益⑧=①*⑥*(1-⑦)       1,204.35 1,806.53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⑨=④-⑤-⑧       2,110.07 5,942.50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约为 3300 万元，根

据测算结果，公司 2017年内流动资金缺口总额为 5,942.50万元，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可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满足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的资金需求。 

（八）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第一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 日披露股票发行方案，向北京博润海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8 

定向发行股票 412.5 万股，发行价格 3.5 元/股，募集资金 1,443.75 万元（不包括发行费

用），2015 年 6 月 19 日该募集资金全部到位。2015 年 7 月 2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4315 号），核准此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2015 年 7 月 29 日公司开始使用募集资

金，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入金额 

1 采购硬件设备及服务 1,219.50 

2 支付职工工资及费用 148.56 

3 支付税金 25.69 

4 支付房租及办公费用 50.00 

合  计 1,443.75 

2、第二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披露股票发行方案，向江苏毅达并购成长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南宁乾溢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联创永锋鼎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天星凌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宜中圣哲投资有限公司、章喆

定向发行股票 800.66 万股，发行价格 7.5 元/股，募集资金 6,004.95 万元（不包括发行

费用），2015 年 7 月 29 日该募集资金全部到位。2015 年 8 月 31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

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5756 号），核准此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2015 年 9 月 5 日公司开始使用募集

资金，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入金额 

1 采购硬件设备及服务 3,7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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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付职工工资及费用 1,158.02 

3 支付税金 874.78 

4 支付房租及办公费用 223.37 

合  计 6,004.95 

3、第三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披露股票发行方案，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泰

格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川江投资有限公司、姜江、任戟、上海易都实业有

限公司、董萍、张烨樑、陆丰、史娟华定向发行股票 160 万股，发行价格 7.5 元/股，募

集资金 1,200 万元（不包括发行费用），2015 年 11 月 11 日该募集资金全部到位。2015

年 12 月 2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9153 号），核准此次

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开始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入金额 

1 采购硬件设备及服务 547.07 

2 支付职工工资及费用 413.97 

3 支付税金 169.96 

4 支付房租及办公费用 69.00 

合  计 1,200.00 

4、第四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总共向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等 33 人发行股票 507.9 万股，发行价格 3.5 元/股，共募集资

金 1,777.65 万元（不包括发行费用），2016 年 5 月 30 日该募集资金全部到位。2016 年

7 月 4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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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4747 号），核准此次股票

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2016 年 7 月 11 日公司开

始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入金额 

1 区域市场建设费用 181.00  

2 产品研发费用 867.90  

3 采购硬件设备 728.75  

合  计 1,777.65  

5、第五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总共向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等 18 人发行股票 100 万股，发行价格 3.5 元/股，共募集资金

350 万元（不包括发行费用），2016 年 9 月 27 日该募集资金全部到位。2016 年 11 月 28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8695 号），核准此次股票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2016 年 12 月 5 日公司开始使用

募集资金，截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入金额 

1 采购硬件设备 350.00  

合  计 350.00  

6、前五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情况 

公司前五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与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用途一致，不存在取得股票发行

备案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不存在擅自变更或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

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

财务性投资，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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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 

7、前五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前五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补充了公司流动资金的短缺，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提高了

市场竞争力，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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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本次

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需要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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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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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稳定公司核心团队、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提高

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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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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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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以罚款的行为，最近十二个月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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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不存在挂牌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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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1、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3、住所：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232 号信托大厦 

4、联系电话：029-87406130  

5、传真：029-87406134 

6、经办人员：宁丁、杨梅 

（二）律师事务所 

1、名称：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罗联军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 号 E 世界财富中心 C 座 661 号 

4、联系电话：010-68948828 

5、经办人员：罗联军、严少芳 

（三）会计师事务所 

1、名称：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江 

3、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2 幢 13 层 

4、联系电话：010-65950411 

5、传真：010-65955570 

6、经办人员：田术会、郭新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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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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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监事签字：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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