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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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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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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珠海港信、本公

司 

指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国信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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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证券简称:珠海港信 

(三) 证券代码：832493 

(四)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榕树湾8号22楼2201-2号 

(五) 办公地址：珠海市九洲大道中1146号海珠大厦4楼 

(六) 联系电话：(86)0756-8134694 

(七) 法定代表人: 钟振洋 

(八)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宋锴林 

(九) 电子信箱：songkailin@zphit.com 

二、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拓展新业务，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促进公司快速、持续发展。 

(二) 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现有在册股东均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

权，并出具了书面声明。 

2、发行对象范围： 

（1）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要求，本次股票发行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募集意向征

集，同时本次认购对象需要满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规定的

投资者适当性条件。 

（2）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35名的合格投资者。发行对象应当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三)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6月27日出具的华信众合评报字

【2017】第Z-123 号评估报告，公司2016年12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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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4.28万元，评估值7,885.02万元，评估的每股净资产为1.546元，该评估结

果已经于2017年7月10日报珠海市国资委进行评估备案。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以上

述评估值为基础，同时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不低于每

股人民币1.55元。 

根据珠海市国资委的要求，本次股票发行需要公司委托产权交易中心进行投

资者遴选和竞价工作，不满足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

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的个人和机构不能进行竞价，公司将在本方案得到必要的审

批程序和完成投资者遴选工作后发布《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及《发行询价结果及

定价公告》，以确定最终的投资者和股票发行价格。 

(四) 发行股份数量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566.6万股，预计募集金额不低于878.23万元。  

(五) 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票价格

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

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公司挂牌以来未进行分红派息和转

增股本，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没有影响。 

(六) 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但认购方可以自愿锁定其

认购公司的股份；另，上述认购方中如果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其认购股份还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法定限售。 

(七) 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拓展新业务。 

2、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自挂牌以来首次增发。 

3、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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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专户”），并将专户作为认购账户，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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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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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针对港口行业与物流行业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近年来，

公司上述业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因此公司急需相应的资金支持扩大公司生产规

模。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助力公司业务拓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测算过程如下： 

1）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原理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公司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公司各

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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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期间生产经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根据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的增长情况，对 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

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进行预测，据此计算公司新增的日常流动资金占

用金额，作为公司日常流动资金缺口。根据测算，公司因营业收入规模增长所导

致的日常流动资金缺口约为 2,004.63万元。具体测算原理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科目和流动负债科目的预测值=基期相应科目销售百

分比*预测期营业收入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2）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① 预测期内营业收入的确定 

2016 年度、2015 年度、201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314.73 5,972.14 2,231.42 

同比增长率 -44.50% 167.64% 12.09% 

据此，公司近 3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21.88%。

根据公司的经营目标以及未来三年的投资规划，以近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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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算，则公司 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预测情况如下表

所示： 

项目 2017年（预计） 2018 年（预计） 2019 年（预计） 

营业收入（万元） 4,039.99 4,923.94 6,001.30 

注 1：根据公司于 2017年 8月 11日公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691.22万元，预计 2017年全年营业收入达到 4,039.99万元的可能性较大。 

注 2：公司 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及增长率根据公司历史情况并

结合未来 3年业务规划进行预测，仅用于本次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算，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或承诺。 

② 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其他假设条件 

本次测算以 2016年年报的财务数据作为基期数据进行测算。2016 年底，公

司应付账款余额 733.85 万元，全部属于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部分，作为流动资

金占用的测算基础。 

3）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具体测算 

2016 年，公司主要经营资产、负债销售百分比以及据此计算的 2016 年流动

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项目（单位：万元） 2016年底余额 2016年销售百分比 

存货余额 865.04 26.10% 

应收票据 - 0.00% 

应收账款 1,441.34 43.48% 

预付账款 1,097.94 33.12% 

上述经营资产合计 3,404.32 102.70% 

应付票据 - 0.00% 

应付账款 733.85 22.14% 

预收账款 197.12 5.95% 

上述经营负债合计 930.97 28.09% 

2016年营业收入 3,314.73 

2015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额 2,473.34 

 
由上表可知，2016 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额为 2473.34万元。 

按照公司发展计划，2019年末预计流动资金占用额相比 2016年末流动资金

占用增加额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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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万元） 

2016年度

/2016 年末 

2017-2019 年预计经营资产及经营负债数额 

2017年（预计） 2018年（预计） 2019年（预计） 

营业收入  3,314.73   4,039.99   4,923.94   6,001.30  

存货余额  865.04   1,054.31   1,284.99   1,566.14  

应收票据  -     -     -     -    

应收账款  1,441.34   1,756.70   2,141.06   2,609.53  

预付账款  1,097.94   1,338.17   1,630.97   1,987.82  

上述经营资产 

合计 

 3,404.32   4,149.18   5,057.02   6,163.5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33.85   894.42   1,090.11   1,328.63  

预收账款  197.12   240.25   292.82   356.89  

上述经营负债 

合计 

 930.97     1,134.67   1,382.94   1,685.52  

流动资金占用额  2,473.34   3,014.51   3,674.08   4,477.97  

流动资金需求额  -   541.17   1,200.74   2,004.63  

根据上述测算，假设 2017-2019 年期间公司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21.88%的情

况下，公司 2017-2019 年期间新增的流动资金占用额为 2,004.63万元。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新股东不享有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就此事项特别提请投资者注

意。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

权。 

(十) 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报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后经股东大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需要将发行结果报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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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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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变化的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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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二) 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

公司最近一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

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增加，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

易或同业竞争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形，不适用。 

(三) 本次发行是否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

影响的分析。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将使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得到改善，能较好支持新业

务的拓展，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给公司运营带来积

极影响。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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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本次股票发行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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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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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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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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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是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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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 

(四)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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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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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层至26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项目负责人：原立中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原立中 

联系电话：0755-82130634 

传真：0755-82133196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1812室 

单位负责人：郝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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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张岩 陈育红 

联系电话：0756-3225585 

传真：0756-3225566 

 

（三）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埔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志伟、蒋洁纯 

联系电话：021-23280000 

传真：021-6339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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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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欧辉生                黄文峰                刘博韬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钟振洋                宋锴林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冼 亮                 姜 平                 豆建双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钟振洋                宋锴林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