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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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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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于创新  湛无止境  

 

目  录 

声  明 ..................................................................................................................................................... 1 

释  义 ..................................................................................................................................................... 4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 5 

第二节  发行计划 ................................................................................................................................. 6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13 

第四节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 14 

第五节  拟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 15 

第六节  中介机构信息 ....................................................................................................................... 17 

第七节  有关声明 ............................................................................................................................... 18 

 

 

 

 

 



                                                                                                          

精于创新  湛无止境  

 

释  义 

在本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精湛光电 指 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精湛光电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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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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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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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精湛光电 

证券代码：832414 

法定代表人：瞿世鲲 

董事会秘书：李志琴 

注册地址：扬州市邗江经济开发区南园(华钢路 12号) 

电话：0514—85161952 

传真：0514—851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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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了增强公司发展实力，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公司拟通过股票发行的方式筹集资

金，补充主营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释放公司发展潜能，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一)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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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2 月 14

日)在册股东和不超过 35 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要求的新增合格投资者。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新增合格投资者包括新增自然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

者，其具体的认购条件如下： 

1、新增机构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2)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参与本次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如为私募投资基金，则需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只有完成了登记备案才有资格参与本次

认购。 

2、新增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证券类

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

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2)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

或培训经历。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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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

购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00 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每股净资产、公司成长性、静

态、动态市盈率等因素，并与投资者充分沟通后，而最终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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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3,000,000 股(含 13,00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 130,000,000 元(含 130,000,000元)。 

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曰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时，发行数量和发行价

格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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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息的情形

不会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自挂牌以来，没有实施现金分红，没

有实施转增股本的情况，对公司股票价格没有影响。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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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挂牌至今，未实施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对公司股价没有影响。 

七、本次发行的限售安排 

如若本次发行投资者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新增股票按照法律法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限售安排。除此之外，

参与本次发行的其他投资者无限售安排，亦无自愿锁定承诺。 

八、募集资金用途 

（一）自挂牌以来公司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计完成一次股票发行。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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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015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并依据《公司法》、《证券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以每股 9.00 元的价格定向发行 3,170,000 股普通股票，募集资金计 28,530,000 元，

扣除发行股票的费用 5,300 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28,524,700 元。2015 年 6 月

30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字[2015]9864-1 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本次定向发

行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

函[2015]5806号）。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需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公司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净额 28,524,700 

二、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8,524,700 

支付货款       6,634,915.00  

偿还股东代垫款项     18,169,000.00  

支付税款       1,024,575.00  

支付费用          1,785,038.95  

支付工资          626,945.44  

支付备用金           50,844.08  

其他与经营性活动有关的现金 233,381.53 

    三、剩余募集资金 0.00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存在尚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存在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况，主要原因是：2015 年公司积极拓展市场，订单增多，导致资金紧张，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通过借款填补资金缺口，并急需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满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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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且本次股票发行系公司挂牌后首次股票发行，相关经办人员规范意识不足，操

作过程中忽视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中关于募集资金使

用的规定，亦未及时向主办券商进行咨询及沟通，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即提前使用了

募集资金。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主营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从而释放

公司发展潜能，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3.整改措施 

公司对以上事项进行内部培训和整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瞿世鲲

先生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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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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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规定，强

化各方义务和责任，对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决策主体追究其责任。 

（二）募集资金用途及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1.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主营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从而释放公司

发展潜能，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在公司重点发展

的激光核心模块、物联网视频激光传感器、物联网细分软硬件平台等主营业务模块中，

项目成本支出与收入款项的结算存在时间差，且即使在竣工并验收合格后，也存在被

延后支付部分款项及质量保修金的情况，故公司需大量的运营资金来保证项目的正常

实施，资金需求较大。过去几年亦出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金额较大的情形。此外，

光电行业特点、项目经营模式及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和业务开展情况决定了公司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对流动资金需求量仍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此，充足的流动资金对

公司的快速发展尤为重要。 

（2）所需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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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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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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流动资金的

测算方法如下： 

A、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其他应收款+其他

流动资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其他应

付款 

B、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C、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百分比 

预测期运营资金总量=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D、确定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测期流动资金=预测期运营资金总量-前一期运营资金总量 

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测算过程如下： 

本次测算以2015年经审计财务数据作为基期数据，2016年-2017年为预测期进行测

算。根据公司历史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结合2016年度截止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

预计2016年销售收入较2015年度销售收入增长率为40.00%，2016年全年预计销售收入

为195,025,508.38元；预计2017年销售收入较2016年同比增长20%，2017年全年预计销

售收入为273,035,711.76元，2016年和2017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 
占 2015 年度营

业收入比例 

2016年度预计

金额 

2017年度预计

金额 

营业收入 139,303,934.56  139,303,934.56  195,025,508.38  234,030,610.06  

货币资金 990,450.90  0.71% 1,384,681.11  1,661,617.33  

应收票据 15,094,040.00  10.84% 21,140,765.11  25,368,918.13  

应收账款 124,813,757.49  89.60% 174,742,855.51  209,691,426.61  

预付款项 19,761,445.95  14.19% 27,674,119.64  33,208,943.57  

存货 12,050,847.50  8.65% 16,869,706.48  20,243,647.77  

其他应收款 5,172,345.28  3.71% 7,235,446.36  8,682,535.63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77,882,887.12    249,047,574.21  298,857,089.05  

应付账款 17,979,784.65  12.91% 25,177,793.13  30,213,351.76  

应付票据 624,045.80  0.45% 877,614.79  1,053,1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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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5,154,486.06  3.70% 7,215,943.81  8,659,132.57  

应付职工薪酬 1,370,585.61  0.98% 1,911,249.98  2,293,499.98  

应交税费 17,423,824.69  12.51% 24,397,691.10  29,277,229.32  

其他应付款 20,333,335.94  14.60% 28,473,724.22  34,168,469.07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62,886,062.75  45.00% 88,054,017.04  105,664,820.44  

营运资金 114,996,824.37    160,993,557.17  193,192,268.61  

流动资金缺口     45,996,732.80  32,198,711.43  

注：上述营业收入预测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依据上述预计营业收入

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依据上述营业收入预测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 

经上表测算，预计公司 2016 年、2017 年流动资金缺口分别为 45,996,732.80 元和

32,198,711.43元，合计流动资金缺口为 78,195,444.24 元。 

近年以来，因快速发展需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16 年至今

新增加经营性流动负债已超过 2,500 万元。为降低公司财务杠杆，提高企业抗风险能

力，公司拟募集不超过 13,000,000 元用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置换公司现有债务，促

进公司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 13,000,000.00 元，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求量，符合有关规定。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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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公司经 2016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 2016 年 9 月 20 日召

开的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通过了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完善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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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已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告号：【201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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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

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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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次股票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

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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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事项 

2016年 6 月 2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16年 7月

7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事宜的议案》。 

    其他本次股票发行所涉及的《关于调整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江苏

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等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本公司及其他主管部门审

批、核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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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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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瞿世鲲和李志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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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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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主营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从而释放公司发

展潜能，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

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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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不会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相关的特定风险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司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而存在不能获得

表决通过的风险。除此之外，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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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及管理层不存在下列情形： 

1、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

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未消除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情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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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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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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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拟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 

甲方(发行人)：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新增合格投资者 

二、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乙方应于甲方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将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

甲方指定账户。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自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生效： 

(一)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 

(二)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及本合同。 

四、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五、自愿限售安排 

无 

六、估值调整条款 

无 

七、违约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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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或违反本合同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承诺或保证存在

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除本合同另有约

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

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

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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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    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政 

住    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联系电话：010—85 127999 

传    真：010—85127749 

项目负责人：王刚 

 

二、律师事务所 

名    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机构负责人：杨坤 

住    所：  上海市漕溪北路 333号中金国际广场 B座 2001 

联系电话：021—60857666 

传    真：021—60857655 

律  师：田芃、洪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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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号 68号楼 A—l和 A一 5 区域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永宏 

联系电话：010—88827799 

传  真：010一 88018737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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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有关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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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体董事 

瞿世鲲：                             李志琴：                           

王  林：                             朱  锋：                           

陈孝语：                              

2、全体监事 

雷现岭：                             丁兆飞：                           

韩  勇：                                                               

    3、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瞿世鲲：                             李志琴：                           

瞿  霞：                                            

 

江苏精湛光电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