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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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首帆动力 

证券代码： 832266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鹿达路111 号9、10、12 幢 

法定代表人： 杜剑峰 

董事会秘书： 张勤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电话： 021-60970158 

公司传真： 021-60970155 

互联网网址： www.mpmc-china.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公司

进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主要为满足公司的快速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

公司业务市场占有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通过增发新股补充公司的运营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

进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本次发行对象 

截至本方案签署之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尚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本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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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 名。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5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票发行

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3.30 元，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3195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084.07 万元，每股收益为 0.22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为 8,291.35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66

元。2017 年 1-6 月，公司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986.29 万元，每股收益为 0.20 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9,277.64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86 元。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是基于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收益、每股净资

产等多种因素并结合同行业市场估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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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600 万股（含 600 万股），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1,980

万元（含 1,980 万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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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

不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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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票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

股票限售安排将依照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相关约定执

行。 

（七）募集资金用途及其管理 

1、本次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

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不存在用于以下宗教投资：承包经营宗

教活动的场所；投资宗教活动场所；违规投资建设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1）公司业务呈快速发展趋势，存在迫切的营运资金需求 

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34,324,230.25 元、

172,368,921.72 元，净利润分别为 9,862,899.65 元、10,840,657.95 元，呈快速增

长趋势。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其他

应收款、存货等经营性资产金额相应增加。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1,278,922.19 元、25,589,465.22 元，预付款项账

面价值分别为 7,096,121.19 元、 8,589,653.67 元，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63,046.983.38 元、47,073,684.87 元，均快速增长并占用了公司大量资金。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需求将更为迫切。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需要不断增加营运资金。根据公司 2014

至 2017 年 6 月期间的财务状况，2017 年 1-6 月年化后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度、2015

年度、2014 年度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55.86%、19.33%、17.02%，三阶段平均复

合增长率为 30.74%，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公司预计未来营

业收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假设 2017-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

平均增长率为 30%，基于公司 2016 年经审计财务数据及相关资产科目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经测算，2017-2018 年预计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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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末 

实际数 

占 2016

年营业收

入比例 

2017 年至 2018 年 

预计经营资产及经营负债金额 
2018 年末预计

数与 2016 年末

实际数的差额 
2017 年末 

（预计） 

2018 年末 

（预计） 

 
A B C D E=D-A 

营业收入 172,368,921.72 100.00% 224,079,598.24 291,303,477.71 NA 

应收账款 25,589,465.22 14.85% 33,266,304.79  43,246,196.22  17,656,731.00  

应收票据   8,651,239.54 5.02% 11,246,611.40  14,620,594.82  5,969,355.28  

预付款项   8,589,653.67 4.98% 11,166,549.77  14,516,514.70  5,926,861.03  

其他应收款   2,649,063.87 1.54% 3,443,783.03  4,476,917.94  1,827,854.07  

存货  47,073,684.87 27.31% 61,195,790.33  79,554,527.43  32,480,842.56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1） 
92,553,107.17 53.69% 120,319,039.32  156,414,751.12  63,861,643.95  

应付账款  28,910,993.16 16.77% 37,584,291.11  48,859,578.44  19,948,585.28  

应付票据  23,114,468.49 13.41% 30,048,809.04  39,063,451.75  15,948,983.26  

预收款项  9,377,144.95 5.44% 12,190,288.44  15,847,374.97  6,470,230.02  

应付职工薪酬    347,848.37 0.20% 452,202.88  587,863.75  240,015.38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2） 
61,750,454.97 35.82% 80,275,591.46  104,358,268.90  42,607,813.93  

经营性流动 

资金占用额

（1-2） 

 30,802,652.20 NA 40,043,447.86  52,056,482.22  21,253,830.02  

注 1：上述假设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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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余额为 15,521,150.49 元，

而同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 10,000,000.00 元、其他应付款中应付股东借款余额为

9,783,915.44 元。对于上述自有资金的使用安排，公司预计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用于适时归还短期借款及股东借款。综上所述，公司在预测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

时已考虑自有资金的影响，经测算，2017-2018 年预计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

为 21,253,830.02 元。 

（2）补充营运资金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增强财务抗风险能力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6.94%，流动比率为 1.23，偿

债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19,455,461.60，公司财务杠杆运用度较高，财务费用对各期利润的影响较大。同

时，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公司向银行持续扩大融资规模具有一定的难度，随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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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规模、资产规模的持续提升，也亟需其他资金来源补充营运过程所需的大

量资金。因此，公司需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来满足流动资金需求，调整和优化公

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和总体风险，使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在有充足的资金

保障下进行。 

公司本次募集经营性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资本结构、大幅提高偿债能力，进

一步降低财务风险，为未来的业务发展建立稳健的财务基础。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测算，如补充经营性流动资金 1,980 万元后，公司资产负债

率将下降到 52.15%，公司偿债指标将有所改善。 

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能够弥补公司存在的运营资金缺口，有利于优化公

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经营

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信息披露等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

项账户。公司董事会负责建立健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确保该制度的有效

实施。同时，为了控制日常经营中资金运作的风险，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控制度，

在日常经营的各环节和阶段对企业运营和资金管理实施了严格的管理控制程序，

通过完善内部控制程序避免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 

公司董事会已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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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会在本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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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承诺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之前不会提前使用募

集资金。公司将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使用募集资金，每日核对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保证账实相符，每月与银行对账，保证账账相符。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之前，公司自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未曾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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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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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审议《关于<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4、审议《关于将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账户设为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5、审议《关于签订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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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13 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

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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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本公司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事项。 

三、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无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无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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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人民币不超过 1,980 万元，公司股本规模、总资

产、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

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将有进一步提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

降低成本，完善公司产业布局。通过持续的投入及创新，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

更强的动力，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

业务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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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会产生变化。 

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

权益有积极影响，增加其在公司的权益。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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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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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二个月内没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

形。 

（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提及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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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兰荣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项目负责人：周旭  

项目成员（经办人）：彭圣杰、周旭 

联系电话：0591-38281888 

传真：0591-38507766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有彬 

住所：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7 层 01、04 单元 

经办律师：戴雪光、翟夏炎 

联系电话：021-60795656 

传真：021-58878852 

（三）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 

住所：上海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经办会计师：王许、朱磊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2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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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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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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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签署页） 

 

 

董事：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杜剑峰           戴静君          张  勇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刘晓霞           张  勤 

 

监事：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杜剑飞          顾颖悟            魏芳军 

 

高级管理人员：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刘晓霞           戴静君           张  勤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