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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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二) 证券简称：中宝环保

(三) 证券代码：838898

(四)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2801-2809号5幢3层A区381室

(五) 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月路1599号

(六) 联系电话：021-55039018

(七) 法定代表人：周健

(八) 信息披露负责人：薛亚娟

二、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工厂改扩建、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升公

司经营能力；发行后将提升公司产能规模和偿债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

影响。

(二) 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

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冯民堂 44,241,654.00 50,435,485.56

2 袁春光 500,000.00 570,000.00

3 秦文君 449,139.00 512,018.46

4 黄雅芳 433,312.00 493,975.68

5 张光明 400,000.00 456,000.00

6 薛亚娟 360,000.00 410,400.00

7 美家悦日用品（佛山）有限公司 191,157.00 217,918.98

8 季雷云 140,367.00 160,018.38

9 周健 125,473.00 143,039.22

10 章苏阳 125,473.00 143,039.22

11 蒋忠浩 125,473.00 143,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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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庆铭 108,000.00 123,120.00

13 徐巍 108,000.00 123,120.00

14 陈海涛 108,000.00 123,120.00

15 杨云枝 108,000.00 123,120.00

16 王友仁 92,631.00 105,599.34

17 张玲 59,789.00 68,159.46

18 周登峰 59,789.00 68,159.46

19 张永兴 46,315.00 52,799.10

20 刘玉芹 44,640.00 50,889.60

21 庄林强 43,368.00 49,439.52

22 胡美蓉 39,157.00 44,638.98

23 吴德江 25,263.00 28,799.82

24 赵志锋 25,000.00 28,500.00

25 刘梅 20,000.00 22,800.00

26 余仁亮 20,000.00 22,800.00

合计 48,000,000.00 54,720,000.00

上述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自然人投资者

冯民堂，男，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 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37090219620922****，工学硕士。1983年至1995年，就职于山东泰安工

具厂；1995年至2008年4月，就职于山东豪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曾任电加工研

究所所长，总工程师，监事会主席职务；2008年4月至2014年10月，就职于山东

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董事会秘书；2015年7月至今，就职于北

京兼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在册股东

秦文君，女，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5030319700311****。

黄雅芳，女，199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078319900403****。

美家悦日用品（佛山）有限公司，营业执照：91440600719363435C。

季雷云，男，195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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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0219530715****。

蒋忠浩，男，1954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22619540101****。

王友仁，男，195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22119570917****。

张玲，女，197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22619760907****。

张永兴，男，196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22619620114****。

庄林强，男，196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22619681226****。

吴德江，男，195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22619510918****。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袁春光，男，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072719691121****，担任子公司山东富地总经理，公司核心员工。

周健，男，196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10119631205****，担任公司总经理。

张光明，男，196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10419600128****，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核心员工。

薛亚娟，女，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2042219781111****，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章苏阳，男，195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10719581124****，为公司股东，担任公司监事。

王庆铭，男，196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1030219630827****，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核心员工。

徐巍，女，196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1011119681006****，担任公司财务部会计，公司核心员工。

陈海涛，男，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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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119760112****，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公司核心员工。

杨云枝，男，1972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072319721013****，担任山东富地副总经理，公司核心员工。

周登峰，男，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4242219741006****，为公司股东，担任公司监事。

刘玉芹，女，198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078319810426****，担任子公司山东富地总经理助理，公司核心员工。

胡美蓉，女，195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3022419530603****，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赵志峰，男，199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120219900827****，担任公司采购部经理，公司核心员工。

刘梅，女，198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040319831119****，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技术部经理。

余仁亮，男，198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6222619870409****，担任公司运营部经理，公司核心员工。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袁春光与在册股东宋磊为夫妻关系，除此以外的发行

对象与其他在册股东无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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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投资者累计不超过35 名。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2017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权。

如上述议案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重新制定股票发行方案，以维护现

有股东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法

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14元/股。根据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未经

审计），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14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参考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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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与投资者协商后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经公司与认购方协商一致，本次定向发行共计发行4,800.00万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5,47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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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挂牌以来未发生过分红派息、转增股份。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

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不会导致发行

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六) 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8条“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

购后，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

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之规定，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冯民堂先

生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股票自发行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限售，除此之外，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无其他限售安排，

亦无自愿锁定承诺。

(七) 募集资金用途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未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1）山东富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扩建542.00万元。

山东富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专注于以废纸为原材料造纸过程中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目前公司现拥有处理

规模为5万吨/年的生产线，与10万吨/年处理规模相配套的公用工程。本次募集

资金扩建项目的实施将在夯实现有处理规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处理规模，实现

与公用工程相匹配，降低运行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同时为提升产品质量将

对第一套生产线进行改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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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些年国家环保力度的加大，针对造纸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技术逐步成为解决造纸固体残渣二次污染和未来我国治理造纸

残渣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更好开拓产品市场、

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能力，近年来公司资本性支出较

大。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壮大公司资本实力，加大各项业务投入，满足公司快速

发展和业务扩张对生物性资产、固定资产投入以及日常营运等资金需求，增强抗

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增强后续融资能力。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5,472.00万元中，542.00万元用于山东富地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的扩建项目，主要用于设备及材料的购买、项目建设工程款的支付等。

（2）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费用500.00万元

为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公司固体废弃物资源回收及再利用业务技

术水平，公司计划投入募集资金500.00万元用于以下项目：

①重渣裂解中试项目启动

重渣是公司利用现有技术对废纸造纸固体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过程产生的

不能再回收的各种杂质的混合物，约占固废的20%左右。

本项目针对这一问题，拟采用催化裂解技术，利用重渣中的废塑料进行高温

催化裂解，炼制混合油品（汽油、柴油与重油的混合物）。此项技术既可有效减

轻污染、净化环境、有效解决重渣处理问题，又可进一步提高废纸造纸固体废弃

物资源利用率，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起到变废为宝的作用。现公司拟将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200.00万用于重渣裂解中试项目的启动，包括前期的市场调

研、重渣催化裂解工艺开发、中试设备设计及主体设备加工制造等。

②造粒废气深度处理研发

废纸造纸固废中的PP、PE 等塑料薄膜在造粒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气中含

有氯化氢气体和其它非甲烷总烃，若直接将废气排放至大气将会造成二次污染，

不符合环保要求。为了解决造粒废气处理问题，我公司前期已引入一套造粒废气

处理装置，该装置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造粒废气处理问题，但在使用过程

中仍需进一步完善，以达到最佳的处理效果，公司将投入50.00万用于造粒废气

深度处理研发。

③PP/PE 塑料颗粒在薄壁方箱中的延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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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方箱是一种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薄壁空心小尺寸全封闭无通孔箱体，一般

边长尺寸为500mm*500mm*h、600mm*600mm*h,h=150mm-600mm，以50为模数。由于

薄壁方箱是一种薄壁空腔结构，质轻，应用在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中，可有效降

低楼板自重，提高楼板强度，降低钢筋、混凝土等高能耗材料并节省砂、石等不

可再生资源，提高建筑的隔热、隔音、抗振效果，薄壁方箱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薄壁方箱主要有无机和有机两类，由于无机类薄壁方箱成型工艺复

杂、使用中占地面积大，不方便运输等缺点，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有机

类薄壁方箱由于其成型工艺简单、价格低廉，已成为未来建筑用薄壁方箱的主要

应用趋势。中宝将对公司的PP/PE 塑料颗粒的各项性能进行改进，以满足PP/PE

料在薄壁方箱中的应用要求，现公司拟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160.00万用于

PP/PE 料在薄壁方箱中的延伸开发。

④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的建设

为了加强山东富地生产质量控制，提高工厂对产品质量控制的手段，公司将

在山东搭建专门的检测实验室，辅助生产做好产品质量控制工作，保障公司产品

质量。该实验室的建设预计需要资金60.00万左右，主要包括实验室的装修、相

关设备的采购、安装及实验室易耗品的采购和质检人员的工资等。

目前公司生产的PP/PE 再生复合塑料颗粒与PP、PE 新料相比，其各项性能

差距较大，特别是物理机械性能，难以满足大多数性能要求较高的注塑制品的要

求，客户大多将中宝的塑料颗粒以填充料的形式使用，这极大限制了中宝塑料颗

粒的应用范围。为了扩大产品的应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宝将在上海成立研

发中心，用于产品的深度研发，提高产品性能，以满足大多塑料制品的应用要求。

现公司拟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30.00万用于上海研发中心的建设。

（3）公司决定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公司的借款1,053.00万元，偿还后将

减少财务费用，改善盈利能力。相关债务如下：

贷款单位/贷款人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元） 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

上海奉贤申星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中宝环保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7.6.7至

2020.6.6
18%

周健
中宝环保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00

2017.7.9至

2018.7.2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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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
中宝环保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00

2017.7.12至

2018.8.31
18%

张晓英
中宝环保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2017.7.21至

2018.1.20
18%

王庆铭
中宝环保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00

2017.4.5至

2018.4.5
18%

台玉娥
中宝环保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2014.9.1至

2018.9.1
18%

合计 10,530,000.00

（4）补充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3,377.00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测假设及计算过程如下：

i、前提假设

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营业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度增长40%。

公司2017年-2019年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

2016年度数据相同。

流动资金占用额=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主要经营性流动负债

公司对于未来营业收入的假设仅用于流动资金缺口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和

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II、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公司基于对2017年-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预测，按照2016年经营性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预测公司未来三年年流动资金占用额，具体测算

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7 年度/2017

年末

2018 年度/2018

年末

2019 年度/2019

年末

营业收入 2,527.56 3,538.58 4,954.02 6,935.62

经营性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31 1.40% 49.43 69.21 96.89

应收账款 1,794.05 70.98% 2,511.67 3,516.34 4,9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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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 618.05 24.45% 865.27 1,211.38 1,695.93

存货 1,142.14 45.19% 1,599.00 2,238.59 3,134.03

其他应收款 129.99 5.14% 181.99 254.78 356.69

其他流动资产 173.92 6.88% 243.49 340.88 477.24

小计 3,893.46 5,450.84 7,631.18 10,683.65

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889.29 74.75% 2,645.01 3,703.01 5,184.21

预收账款 391.60 15.49% 548.24 767.54 1,074.55

应付职工薪酬 123.50 4.89% 172.90 242.06 338.88

应付税费 33.88 1.34% 47.43 66.40 92.97

其他应付款 224.47 8.88% 314.26 439.96 615.95

小计 2,662.74 3,727.84 5,218.97 7,306.56

流动资金占用 1,230.72 1,723.01 2,412.21 3,377.10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流动资金缺口为3,377.10万元（10,683.65- 7,306.56，

即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公司本次募集资金3,377.00万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3、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目前正处于高速成长期，产能规模小现金流紧张，公司一方面计划扩张

生产线，提升科研能力和拓展产品线，另一方面急需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保

障公司业务的竞争优势，提高抗风险能力，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是必要的。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1、《关于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第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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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十) 本次发行涉及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事项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尚需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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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不涉及在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或备案事项情况。

(十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严格依

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本次募集的资金。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不得存放非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本

次发行认购验资前，与主办券商、有关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十二)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本次股票发行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宋勤芳变更为冯民堂。

(二)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将提高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改善了公司的财

务状况，有利于公司加强研发、拓展市场，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

的基础。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三) 本次定向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本次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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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现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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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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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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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方： 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认购方：冯民堂、袁春光、秦文君、黄雅芳、张光明、薛亚娟、美家悦

日用品（佛山）有限公司、季雷云、周健、章苏阳、蒋忠浩、王庆铭、徐巍、陈

海涛、杨云枝、王友仁、张玲、周登峰、张永兴、刘玉芹、庄林强、胡美蓉、吴

德江、赵志锋、刘梅、余仁亮。

签订时间：2017 年 9 月 14 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以货币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支付方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认购款，打入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通过之日起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5、转让限制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转让限制。

6、估值调整条款

无。

7、违约责任条款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任何义务、或未

能遵守其在本协议中所作之承诺，或其所作的声明或保证的内容存在虚假、错误、

重大遗漏或者误导等情形，该方即被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一方（“违

约方”）违约，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1)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2)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

款规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3)依照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单方解约权行使条件，发出书面通知单方

解除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效；

(4)要求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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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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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1-1号君泰国际B栋一层3号

法定代表人：林立

项目负责人：王斯奇

经办人：刘嘉雨

联系电话：021-20281102

传真：021-20281101

（二）律师事务所：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

住所：浦东新区沪南公路9300号汇展国际大厦810室

负责人：梁维维

经办律师：梁维维、陆元媛

联系电话：021-58029393

传真：021-58029393

（三）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5层F4层东座929室

负责人：姚庚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洪磊、孙国伟

联系电话：021-51969383

传真：021-5196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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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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签字）

胡跃华_____________ 宋勤芳_____________ 周健_____________

蒋忠浩_____________ 叶长风_____________

公司全体监事：（签字）

刘 梅_____________ 周登峰_____________ 章苏阳____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薛亚娟_____________ 胡美蓉_____________

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