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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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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名称：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大街8号

（三）证券简称：宝源生物

（四）证券代码：870410

（五）法定代表人：刘宝德

（六）信息披露负责人：李爱丽

（七）电 话：0535-6979175

（八）传 真：0535-6971139

（九）公司网址：http://www.baoyuanbio.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目的主要是为公司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确保公司

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本次定向发行，募集

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整体

经营能力和经营业绩，增强公司总体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以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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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oyuanbio.com/list-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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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现有章程对股东优先认

购权没有规定。

因此，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之规定，

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公司在册股东共计5名均已签署承诺书，自愿放弃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优先

认购权。

2、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属于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规定的2名机构投资者和5名自然人投资者，公司已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本次股票发行的具体发行对象、拟认购股数、认

购金额、认购方式等信息如下表：

序号 认购者名称
认购方

式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龙口益昌经贸有限公司 现金 2,987,500 35,850,000

2 王海春 现金 2,070,000 24,840,000

3
龙口南山新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现金 2,012,500 24,150,000

4 贺光平 现金 1,670,000 20,040,000

5 辛宰练 现金 835,000 10,020,000

6 徐厚华 现金 430,000 5,160,000

7 李术兰 现金 400,000 4,800,000

合计 10,405,000 124,860,000

本次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公司、主要股东的关

联关系如下：

1、龙口益昌经贸有限公司

名称 龙口益昌经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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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13126746104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

龙口益昌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昌经贸”）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纺织品、日用杂品、五金电器批发、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

2、王海春

王海春，性别女，住址：北京市宣武区天宁寺前街南里10号楼1门402号，身

份证号 110224*********0069。

3、龙口南山新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龙口南山新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6年 11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MA3CMRD26X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东江街道南山工业园

龙口南山新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山新裕投资”）经

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股权进行投资。

根据龙口南山新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证明，其实缴出资大于

500万元，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4、贺光平

贺光平，性别男，住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0号江南豪园2-1704，身

份证号 433101********0518。

5、辛宰练

辛宰练，性别男，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霞街道丹霞庄中10幢1001

房，身份证号 440505********0410。

6、徐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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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厚华，性别女，住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宁海大街648号2号楼1单元1901

号，身份证号 370631********0104。

7、李术兰

李术兰，性别女，住址：山东省龙口市港城大道182号，身份证号

370623********0023。

以上投资者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要求，参与本次股票

发行系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并与公司自愿协商确定本次投资事宜，

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中，新增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35人。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2.00元。

本次发行价格在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的行业、成长性、行业市盈率及2016

年净利润、2017年预计净利润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最终

确定的合理定价。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1,040.50万股（含1,040.50万股），预计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12,486.00万元（含12,486.00万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分红派息、转增股份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响

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日至发行完成期间，公司预计不会发生

除权、除息。公司自挂牌以来，尚未发生过分红派息以及转增股本等情形，不需

对本次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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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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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票无限售安排，本次发行对象亦未就本次发行认购股份做出自愿

锁定的承诺。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12,486.00万元，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

行贷款，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保障公司长期快速发展。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主要为： 单位：万元

序号 用途 金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8,486.00

2 偿还银行贷款 4,000.00

合计 12,486.00

1、补充流动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①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原料行情波动影响，原材料采购资金需求较

大，且随着市场拓展及产品推广均需要充分的流动资金支持，公司现有运营资本

尚不能完全满足营业收入预期增长速度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因此希望通过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财务

状况，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目前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营规模增速呈现较高水平，为了保证

有利的竞争优势，需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合理优化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高速、健康、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营性现

金流予以支持，故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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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本次测算，以2016年（审计报告）为基期，2017年，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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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公司 2016年实现销售收入 23,647.58万元，根据 2014年-2016年销售复合增

长率 27.93%测算，2017年预测营业收入=2016年营业收入*(1+27.93%)=30,252.35万元。

同理，2018年预测营业收入=2017年预测营业收入*(1+27.93%)=38,701.83万元。

（2）当年营业成本=当年营业收入*（1-毛利率）

（3）基期营运资金=基期流动资产-基期流动负债，2017年以 2016年末作为基期，

2018年以 2017年末作为基期。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① 23,647.58 30,252.35 38,701.83

营业成本 16,027.28 20,503.70 26,230.38

流动资产

现金 3,892.77 4,980.02 6,370.94

应收票据 2,388.47 3,055.57 3,908.99

应收账款 3,245.85 4,152.42 5,312.19

预付款项 2,056.17 2,630.46 3,365.15

存货 5,419.20 6,932.78 8,869.11

流动资产小计② 17,002.46 21,751.25 27,826.37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96.96 124.04 158.69

应付账款 429.10 548.95 702.27

预收款项 1,220.76 1,561.72 1,997.91

流动负债小计③ 1,746.82 2,234.71 2,858.86

预测期资金占用④=②-③ 15,255.64 19,516.54 24,967.51

基期运营资金⑤ 15,255.64 19,516.54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⑥=④-⑤ 4,260.90 5,450.97

2017年-2018年预测期合计流动资金需求 9,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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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科目和流动负债科目的预测值=基期相应科目值占基期

营业收入比重*预测期营业收入。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 2017-2018 年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营运资金需求合计

约为 9,711.87 万元。2017 年已募集资金 1008 万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 8,486.00 万元，未超过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额。募集资

金规模合理且符合公司现阶段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现有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

配。运营资金需求与实际募集资金之间差额部分由公司后续进一步采取融资措施

补足。

2、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股票发行拟使用4,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拟偿还银行

贷款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本次偿还

金额

贷款

用途

1 山东宝源生

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2,000.00 2017 年 8

月 7 日

2018 年 5

月 12 日

2,000.00 支付

货款

2 山东宝源生

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2,000.00 2017 年 4

月 13 日

2017 年

10 月 12

日

2,000.00 支付

货款

合计 4,000.00 4,000.00

注：若上述贷款到期时，公司尚未完成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将先通过自筹资

金偿还上述银行贷款，待取得股份登记函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3、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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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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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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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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

向监管部门报备。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依据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定向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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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改<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

案》；

5、审议《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十）本次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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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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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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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在于增加公司运营资金，增强公司竞争力，确保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

标将有所提高，对其他股东权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

所下降，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使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提升公司

整体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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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历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挂牌，挂牌至今公司共完成1次股票发行，具体情况如

下：

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按规定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履行备案程序，公司于2017年2月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112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9.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08.00万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于2017年2月全部认缴到位并由山东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和信验字（2017）第000023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公

司于2017年3月22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责任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

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16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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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指定账户中，账户信息为：

开户名称：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塔山支行

开户账号：37050166800100000055

该资金已于2017年7月底全部使用完毕。

（三）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日常经营采购等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截至2017年7月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80,000.00

加：结息 12,916.81

小计 10,092,916.81

偿还银行贷款 9,000,000.00

采购原材料 1,079,808.72

其它 13,108.09

小计 10,092,916.81

（四）历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通过第一次募集资金，保障了公司的采购活动和生产建设高效运行，公司资

金流动性得到改善，同时使得公司经营状况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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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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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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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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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七、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方）：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龙口益昌经贸有限公司、王海春、龙口南山新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贺光平、辛宰练、徐厚华、李术兰

签订时间：2017年7-8月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进行认购。支付方式为在本次股票发行经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投资者按照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发布的《股份认购公告》所提示的缴款时间，足额缴纳认购款。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确认，且经乙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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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自愿限售安排

无

6、估值调整条款

无

7、业绩承诺及补偿、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无

8、违约责任条款

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或违反本协议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构成违约，违

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存在以下情形，甲方应于本协议终止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认购保证金、认购价款及相应利息（按照验资账户

内实际产生的利息为准）：

（1）因主管机关或政府部门的原因导致本协议履行不能，任何一方均有权

解除本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协议履行不能，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

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如果本次股票发行在认购截止日实际认购数未达到预定最高股票发行

数量的30%，或者本次股票发行未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任何一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9、其他

无

八、本次定向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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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薛峰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联系电话：021-22167172

传真：021-22167184

项目经办人：苏义民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利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

联系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经办律师：李大鹏、唐诗

（三）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晖

职业资质：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山东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3777号中润世纪广场18栋1211室

联系电话：0531-81666288

传真：0531-81666227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学伟、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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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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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签名：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刘宝德 刘 勇 李爱丽 金海珠

__________
李 青

监事签名：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宫亚男 钟京花 李 丽

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刘 勇 李爱丽 董志远

__________ __________

张洪国 黄令峰

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0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