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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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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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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德威兰 

证券代码：870445 

法定代表人：周啸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7 日 

注册资本：26,634,667.00 元 

注册住所：江苏省泰州市中国医药城口泰路东侧、新阳路北侧（G34）车间区第

一层至第四层 

邮政编码：225316 

电话：010-68218358 

传真：010-68210901 

电子邮箱：zzkh@3yiyao.com 

信息披露负责人：郅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591190642N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保持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快产品研发速度，并

补充流动资金，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机构投资者，本次发行

有利于改善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 

 

（二）发行对象以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 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2 名机构投资者，即珠海海王华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和北京峰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系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股票定向发行对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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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拟认购股数（股） 拟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珠海海王华夏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590,700 35,000,357.00 现金 

2 

北京峰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70,100 5,000,051.00 现金 

合计 2,960,800 40,000,408.0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珠海海王华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7 年 01 月 0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华夏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孙百超)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5138（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资本管理、资产

管理、财富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以上

项目均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

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同时珠海海王华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也为私募基金；基金编号: 

SS0855，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市华夏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名称: 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投资领域: 创新医疗、医械、精准医疗、移动医疗。 

（2）北京峰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4 年 10 月 29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峰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机场东路 2 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下期出资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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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同时北京峰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也为私募基金；基金编号: S38564 基

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峰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投资领域: 医疗服务、医疗信息化、创新医疗、医械领域。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2 名，本次定向发行后股东人数为 21 人，未超过 200

人，属于豁免申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定向发行。 

3、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除原股东外的发行对象与公司现有股东、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4、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所有在册股东周啸、田明明、上海联新行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纪源源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春华、重庆金慧信永信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刘泊志、深圳冰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艳欣、李长胜、

段芸、李晓玲、黄凯、刘海靖、郅惠、孙凤春、王世平、上海联元股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杨异记均已签署《放弃优先认购权声明》，自愿放弃本次定向

增发的认购。 

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新增股东若行使优先认购权，则由

新增股东按照本《股票发行方案》的价格和条件认购，剩余募集资金由本次发行

对象按比例认购。 

（三）发行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296.08 万股（含 296.08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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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408 万人民币（含人民币 4000.0408 万元）。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51 元。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7)第 010696 号】，截至 2016 年末，归

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34,185.14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8 元；净资产为

79,061,089.01 元，每股净资产为 2.97 元。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参考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股份流

动性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的成长性、所处行业、经营管理团队建设、

公司资产质量等多种因素。 

（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实施过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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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对公司本次发行价格没有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新

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止血粉和止血海绵的研发 1000 万元； 

（2）医疗机器人的研发 1000 万元； 

（3）补充流动资金 2000 万元。 

3、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说明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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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临床用血处于缺血状态，止血材料的存在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公司

研发的多聚糖止血粉及止血海棉，作为淀粉类的粉状止血材料，具备止血纱布、

胶原蛋白海绵所不具备的一系列优点，尤其是吸水和止血速度快、吸收快、无组

织反应、使用方便适用范围广。止血粉已被临床证实，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失血

量，减少术后引流，缓解血浆供应紧张的形势，止血纱、止血海绵使用时间长，

全国医生、患者接受度较高。而目前在国内的生产厂家中尚未出现过植物源性微

孔多聚糖可吸收降解的相同产品。 

人民健康及行业转型需要国产高端智能化的医疗设备，但因行业产业链和创

新思维的长期缺失，多学科融合、实用技术商品化、系统优化集成的能力较低，

未形成真正有效的研产学模式。我们以自主知识产权和国产制造为前提，寻找实

用技术商品化的最佳战略合作模式，走合作 ODM、OEM 及自主生产、质控、注

册、市场的路径。医疗机器人项目是指“骨科、放疗影像导航手术机器人”和“神

经、上肢康复机器人”，简称“手术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是由江苏德威兰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301 医院）骨科分院及肿瘤介入科和医工科、外方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实体，

在自主知识产权和生产制造国产化的前提下共同研究开发。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已经致力于止血粉项目研发三年之久，现已取得一定进展，获得产品注

册发补意见，补充完善各项技术资料，计划在 2018 年取得产品注册证并运用于

临床。 

医疗机器人项目目前研发阶段已完成，样机均已定型，已进行相关动物及临

床试验。“康复机器人”于 2016 年 11 月装机中国康复中心临床使用，残联主席

现场参观指导好评。“手术机器人”于 2017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骨科分院手术室装机。进入国内临床反馈、系统优化调试、专利、奖项、

注册申报阶段。“康复机器人”预计今年完成，“手术机器人”预计明年完成。逐

渐在此独特的技术路径、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再发展其他临床应用。 

4、资金需求的测算 

序号 名称 费用名称 金额（万）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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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止血粉研发 1、补充动物实验费用 200 5 

    2、原材料采购 220 5.5 

    3、市场宣传费 150 3.75 

    4、其他费用 80 2 

  小计   650 16.25 

二、 止血海绵研发 产品研发费及设备购买 350 8.75 

三、 医疗机器人研发 1、厂房租金及装修费 400 10 

    2、前期设备购买 300 7.5 

    3、机器人技术研发费 200 5 

    4、其他费用 100 2.5 

  小计   1000 25 

四、 流动资金 1、周转资金 800 20 

    2、工资及福利费 200 5 

    3、购原材料 800 20 

    4、其他费用 200 5 

 小计  2000 50 

 总计  4000 - 

5、募集资金预算过程 

（1）用于投资止血粉、止血海绵的生产 

止血粉、止血海绵的生产前期需要补充动物实验费用 100 万元，需要补充物

理性实验费用 200 万元，生产后期需要购进原材料 150 万元，需要支付其他费用

50 万元，需要支付技术研发费及购买设备款项 350 万元，需要支付市场宣传费

用 150 万元。以上款项合计 1000 万元。 

（2）用于医疗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 

医疗机器人的生产前期需要支付厂房租金及装修费用 400 万元，需要支付购

买设备款项 300 万元，生产后期需要支付研发费用 200 万元，需要支付其他费用

100 万元，以上款项合计 1000 万元。 

（3）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生产止血粉、止血海绵、医疗机器人期间，需要补充周转资金 800 万元，需

要支付工资及福利费 200 万元，需要购进库存商品 800 万元，需要支付低值易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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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其他费用 200 万元，以上款项合计 2000 万元。 

6、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测算及预测 

2015 年、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52,844,284.77 元和 39,768,833.30

元，销售收入年增长率-24.74%，销售毛利年增长率 12.64%，公司目前积极拓展

业务，销售收入迅速提升。预计未来两年公司将按照 50%以上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项目 

2016年实际数 

(元) 

比例（%） 

2017年至2018年预计经营资产及经营

负债数额（元） 

2018年预计数

-2016年实际数

（元） 2017年预计 2018年预计 

营业收入 39,768,833.30 100.00 50,000,000.00 80,000,000.00 40,231,166.70 

货币资金 9,483,123.75 23.85 11,925,000.00 19,080,000.00 9,596,876.25 

应收账款 14,482,282.45 38.00 9,000,000.00 24,400,000.00 9,917,717.55 

预付款项 11,804,515.15 29.68 4,840,000.00 13,744,000.00 1,939,484.85 

其他应收款 633,802.01 1.90 950,000.00 1,520,000.00 886,197.99 

存货 18,033,595.76 45.35 22,675,000.00 36,280,000.00 18,246,404.24 

其他流动资产 225,243.05 0.57 285,000.00 456,000.00 230,756.95 

经营性流动资

产合计 

54,662,562.17 137.45 49,675,000.00 95,480,000.00 40,817,437.83 

应付账款 3,388,716.79 8.52 4,260,000.00 6,816,000.00 3,427,283.21 

预收款项 2,374,728.00 5.97 2,985,000.00 4,776,000.00 2,401,272.00 

应付职工薪酬 129,422.00 0.33 1,650,000.00 264,000.00 134,578.00 

应交税费 3,273,898.41 8.23 1,415,000.00 3,584,000.00 310,101.59 

其他应付款 303,447.90 0.76 380,000.00 608,000.00 304,552.10 

经营性流动负

债合计 

9,470,213.10 23.81 10,699,000.00 12,464,000.00 6,577,786.90 

流动资金占用

额（经营资产-

经营负债） 

45,192,349.07 113.64 38,985,000.00 83,016,000.00 34,239,650.93 

注：（1）上表数据计算均取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2）2016年实际数以截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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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数； 

7、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所处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销售回

款往往集中在第四季度，期间费用属于日常必要支出。因此，公司需保持合理的

流动资金规模。 

公司预计未来经营规模扩大，相关采购支出增大。 

由上述流动资金测算可见，本次流动资金募集总额为2000万元，小于未来两

年的流动资金占用额3423.97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和必要的。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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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审议《<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3、审议《关于<募资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4、审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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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关于增资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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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无需主管

部门审批或者核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本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将为公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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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积极影响。同时，本次募集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使公司财务结

构更趋稳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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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一）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投资标的）：江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增资认购方）：珠海海王华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峰谷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签订时间：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通过并由协议各方

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德威兰本次发行的股份，在德威兰本次定向发行股份

事项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且《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生效的前提下，投资者

应将全部认购资金存入德威兰指定账户。 

3、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经德威兰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且经双方

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4、合同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合同除约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所通过的决议批准后生效

外，未约定任何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无自愿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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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估值调整条款： 

合同中未约定任何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条款 

“第三十一条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或不适当履

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

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方(“守约方”)

有权决定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  

31.1 暂时停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待违约方将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

履行； 

31.2 如果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守约方的利益，或者虽然可以弥补

但违约方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予以弥补，导致本协议的目的无法达成的，守约方

可以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应当在守约方向违约方发

出的书面解除本协议通知送达或视为送达时解除； 

31.3 要求违约方对其违约行为做出及时有效的补救以消除不利影响或后果

或要求违约方继续全面履行其承诺和义务； 

31.4 要求违约方赔偿其直接损失以及因本协议发生的所有费用、对外承担法

律责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等； 

31.5 中国法律及本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 

（二）其他 

公司不存在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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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被处以罚款的情形，最近 12 个月内也没有受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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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机构情况 

（一）主办券商 

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邮政编码：310007 

电话：0571-87902535 

传真：0571-87901955 

项目负责人：宋斌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七层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经办律师：曲凯、王鑫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东塔楼 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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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64878 

传真：010-68364878 

经办注册会计师：林文忠、赵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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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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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事 

周啸：___________田明明：___________申春华： __________ 

金炯： ___________朱音：___________ 

2. 监事 

王晴：___________刘立志：___________邹麟：___________ 

3. 高级管理人员 

田明明：___________申春华：___________郅惠：__________ 

侯志华：___________ 

 

 

 

江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