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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月 26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

2017-037）。由于该公告存在错误，现作如下更正修改： 

一、 更正前具体内容： 

第一处：“二、发行计划”的“（二）发行对象”下的“2、发行对象不确

定的股票发行”原内容为： 

“新增机构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2）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新增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2）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

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第二处：“二、发行计划”的“（七）募集资金用途”下的“2、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的用途”原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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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测算过程 

A.公司关于流动资金的需求主要基于销售百分比法。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

为3,518,830,231.87元，2015年营业收入为3,314,926,350.60元，2016年相比

2015年上升6.15%。2017年随着供给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及“一带一路”战略

的全面布局，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公司2017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较2016年上半年增长37.78%。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假设公司在2017

年 度 的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为 15% ， 则 2017 年 度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预 计 为

4,046,654,766.65元。 

B.公司管理层假设公司2017年的各项经营性资产/营业收入、各项经营性负

债/营业收入的比例与2016年度数据相同。 

C.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以2016年经审计的合并口径的营业收入为基数，以增长率15%作为公司201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以各项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占比分别预测，

2017年需要的流动资金合计估算过程如下： 

①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综合考虑经营性应收（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应付（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及存

货科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

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流动资金需求测算的基本公式如下： 

营运资金需求额＝期末营运资金－基期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占用额＝经营性应收科目及存货－经营性应付科目 

经营性应收科目及存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 

经营性应付科目＝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款项、存货等科目按以下公式计算： 

期末金额＝当期营业收入×基期营业收入占比 

基期营业收入占比=基期期末余额/基期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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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度（元） 占营业收入比 预测 2017年度（元） 

营业收入 3,518,830,231.87 - 4,046,654,766.65 

应收票据 824,118,629.43 23.42% 947,726,546.35 

应收账款 1,060,810,244.71 30.15% 1,220,066,412.14 

预付款项 103,566,001.43 2.94% 118,971,650.14 

存货 605,053,268.50 17.19% 695,619,954.39 

流动资产小计 A 2,593,548,144.07 73.70% 2,982,384,563.02 

应付票据 505,317,059.13 14.36% 581,099,624.49 

应付账款 334,981,588.56 9.52% 385,241,533.79 

预收款项 40,780,512.48 1.16% 46,941,195.29 

流动负债小计 B 881,079,160.17 25.04% 1,013,282,353.57 

经营营运成本 
C=A-B 

1,712,468,983.90 - 1,969,102,209.45 

基期营运资金 D - - 1,712,468,983.90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E=C-D 
- - 256,633,225.55 

以上2017年的预测数据仅用于本次流动资金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或承诺。

根据上表测算结果，公司2017年度流动资金缺口（即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为

25,663.32万元，因此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10,069.72万元用来补充流动资金是

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综上，公司拟利用募集资金，有效满足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以及增强

市场推广投入，扩大经营规模，有助于在业务上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增强整体竞

争力，从而实现公司的整体战略目标。” 

二、 更正后具体内容： 

第一处：“二、发行计划”的“（二）发行对象”下的“2、发行对象不确

定的股票发行”更正后的内容为： 

“新增机构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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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机构投资者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需按照《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要求，

如果上述机构投资者为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

股平台，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得参与本次

股票发行。 

新增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在签署《股票认购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10个转让日的

日均金融资产5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

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

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2）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

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

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投

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第二处：“二、发行计划”的“（七）募集资金用途”下的“2、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的用途”更正后的内容为： 

“（3）募集资金测算过程 

A.公司关于流动资金的需求主要基于销售百分比法。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

入为3,518,830,231.87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3,314,926,350.60元，2016年度相

比2015年度上升6.15%。2017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及“一带一路”

战略的全面布局，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公司2017年上半年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17-045 

度营业收入2,240,369,690.91元较2016年上半年度1,625,994,907.48元增长37.78%。

2016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占2016年全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6.21%，公司管理

层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假设2017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占

2017年全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与2016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占2016年全年度营业

收入的比例一致，即假设2017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占2017年全年度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46.21%，则2017年的营业收入为4,848,235,643.61元，即2,240,369,690.91

除以46.21%。此外，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为6.15%，2017年上半年度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率为37.78%，则平均增长率为21.97%。另外，根据Wind

资讯数据，中合成树脂行业全部A股和新三板做市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平均增

长率为16.18%。综合以上因素，假设公司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5.00%，

则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预计为5,575,470,990.15元。 

B.公司管理层假设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的各项经营性资产/营业收入、

各项经营性负债/营业收入的比例与2016年度数据相同。 

C.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以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口径的营业收入为基数，以各项流动资产、流动

负债占营业收入占比分别预测，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估算

过程如下： 

①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综合考虑经营性应收（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应付（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及存

货科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

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流动资金需求测算的基本公式如下： 

营运资金需求额＝期末营运资金－基期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占用额＝经营性应收科目及存货－经营性应付科目 

经营性应收科目及存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 

经营性应付科目＝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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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款项、存货等科目按以下公式计算： 

期末金额＝当期营业收入×基期营业收入占比 

基期营业收入占比=基期期末余额/基期营业收入  

项目 2016 年度 
占营业收入

比 
预测 2017 年度 预测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518,830,231.87 - 4,848,235,643.61 5,575,470,990.15 

应收票据 824,118,629.43 23.42% 1,135,456,787.73 1,305,775,305.89 

应收账款 1,060,810,244.71 30.15% 1,461,743,046.55 1,681,004,503.53 

预付款项 103,566,001.43 2.94% 142,538,127.92 163,918,847.11 

存货 605,053,268.50 17.19% 833,411,707.14 958,423,463.21 

流动资产小计 A 2,593,548,144.07 73.70% 3,573,149,669.34 4,109,122,119.74 

应付票据 505,317,059.13 14.36% 696,206,638.42 800,637,634.19 

应付账款 334,981,588.56 9.52% 461,552,033.27 530,784,838.26 

预收款项 40,780,512.48 1.16% 56,239,533.47 64,675,463.49 

流动负债小计 B 881,079,160.17 25.04% 1,213,998,205.16 1,396,097,935.94 

经营营运成本 

C=A-B 
1,712,468,983.90 - 2,359,151,464.18 2,713,024,183.80 

基期营运资金 D - - 1,712,468,983.90 2,359,151,464.18 

预测期流动资金

需求 E=C-D 
- - 646,682,480.28 353,872,719.62 

以上预测数据仅用于本次流动资金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或承诺。根据上

表测算结果，公司2017年度流动资金缺口（即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为64,668.25

万元，公司2018年度流动资金缺口（即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为35,387.27万元。

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公司账面理财产品余额为8,075.40万元。公司2017年度创

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总额约为9,946.00万元，已使用约9,944.99

万元，剩余约为1.01万元。扣除以上两项因素后，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10,069.72

万元用来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综上，公司拟利用募集资金，有效满足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以及增强

市场推广投入，扩大经营规模，有助于在业务上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增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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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从而实现公司的整体战略目标。” 

除上述修改外，原《股票发行方案》中的其他条款不变。 

公司将同时在全 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 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更正后的《股票发行方案》。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