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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九华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修订公告 

 

广东九九华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7-

009），现对《股票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一、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二节 发行计划”之“（一）发行目的”。 

修订前： 

（一） 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主要为公司发展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主要用于扩大公司规模、新项目开发、项目投资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领域。 

修订后：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主要为公司购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及补充流动资金，支持

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主要用于扩大公司规模、新项目开发、项目投资等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领域。 

二、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二节 发行计划”之“（二）发行对象及现

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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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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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

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

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

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目前公司《章程》中未对优先认购权做出特殊规定，因此，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之规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

册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每个在册股东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

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取整数。

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在册股东应于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 个

转让日内与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合同，并于指定日期内（以认购公告为准）将认

购资金汇入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为放弃，公司不再与其签订放弃优先认购承

诺书。对于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股份，由公司自行安排其他投资者认购。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发行为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参与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包括下列机构和自然人： 

（1）公司股东； 

（2）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 

本次发行对象应当为《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

者，且在进行认购时不得存在失信联合惩戒的情形，新增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

35 名。其中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具体可包括以下 3类： 

（1）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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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合格自然人投资者，需同时符合以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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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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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即：①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或②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

业。 

（3）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其中： 

①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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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自身参与本次股

票发行的，其完成登记不作为相关环节审查的前置条件；已完成登记的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其完成备案不作为相

关环节审查的前置条件，但私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其管理人需要

完成备案。上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私募投资基金在审查期间未完成登记和

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需出具完成登记或备案的承诺函，并明确具体

（拟）登记或备案申请的日期。 

②认购对象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的，需按照《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业务实施细则》、《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登记备案和自律管理办法

（试行）》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等相关的要求向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认购对象可向公司申报认购股票的价格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及主办券商

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综合考虑认购数量、认购对象的类型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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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和业务拓展方向较为契合的投资者，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

股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应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进行认购。 

3、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合格投资者防范措施 

为避免本次股票发行中出现规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情况，本次发行

对象将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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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以

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中的规定严格落实。 

公司在确定具体投资者时将核查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同时主办券

商、律师会从事前、事中、事后等多个方面核查本次股票发行具体投资者是否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 

（1）事前：主办券商、律师对发行方案中的投资者的具体范围和确定方法

进行核查，未发现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事中：主办券商、律师会协助公司持续跟踪。主办券商、律师在公司

确定具有认购意向的发行对象时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前，将按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核查投

资者的适当性资格，符合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才能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

议》。 

（3）事后：主办券商及律师会在股票发行认购缴款结束后获取所有向公司

缴款的投资者名单，逐一核查，确认最终的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发

行方案中确定的适当性条件。 

修订后：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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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

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

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目前公司《章程》中未对优先认购权做出特殊规定，因此，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之规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均

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每个在册股东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

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取整数。行使优

先认购权的在册股东应于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 个转让日

内与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合同，并于指定日期内（以认购公告为准）将认购资金

汇入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为放弃，公司不再与其签订放弃优先认购承诺书。

对于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股份，由公司自行安排其他投资者认购。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发行为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参与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包括下列机构和自然人： 

（1）公司股东； 

（2）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 

本次发行对象应当为《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且在

进行认购时不得存在失信联合惩戒的情形，新增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35名。根

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四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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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

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

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

老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

让。”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

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在签署协议之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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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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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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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为避免本次股票发行中出现规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情况，本次发行

对象将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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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

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以及《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中的规定严格落实。 

公司在确定具体投资者时将核查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同时主办券

商、律师会从事前、事中、事后等多个方面核查本次股票发行具体投资者是否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 

（1）事前：主办券商、律师对发行方案中的投资者的具体范围和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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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未发现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事中：主办券商、律师会协助公司持续跟踪。主办券商、律师在公司

确定具有认购意向的发行对象时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前，将按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证券公司

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核查投资者的适当

性资格，符合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才能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3）事后：主办券商及律师会在股票发行认购缴款结束后获取所有向公司

缴款的投资者名单，逐一核查，确认最终的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发

行方案中确定的适当性条件。 

三、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二节 发行计划”之“（三）发行股票价

格”、“（四）股票发行数量”。 

修订前： 

（三）发行股票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不高于人民币 8 元/股。 

根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05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38 元。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公司依据公司所处行业、公司商业模式、成长性，并参考每

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多种因素。 

2016 年公司进行过股票发行，发行价格为 7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与上次

相比有所提高主要系公司较前次发行时发展情况更好，有着良好的投资预期。

公司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未形成连续交易价格。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500 万股（含 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 4,000 万元），全部由认购人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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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进行认购。 

修订后： 

（三）发行股票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不高于人民币 8 元/股。 

根据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58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22 元。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公司依据公司所处行业、公司商业模式、成长性，并参考每

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多种因素。 

2016 年公司进行过股票发行，发行价格为 7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与上次

相比有所提高主要系公司较前次发行时发展情况更好，有着良好的投资预期。

公司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未形成连续交易价格。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25 万股（含 62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全部由认购人以现金

形式进行认购。 

四、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二节 发行计划”之“（七）募集资金用途” 

修订前：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用于扩大公司规模、新项目

开发、项目投资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领域。 

1、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测算依据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到的不超过 4,000 万元（含 4,000 万元）资金，公司拟将

全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1）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为维持日常经营，需要大量资金支付经营活动的现金支出。公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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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促进公司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专注于各类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及研发，主要产品包括便携式镍

氢、锂电池精密结构件和汽车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两大类。为了顺应快速提

升的市场需求，公司计划在 2017 年扩大公司固有锂电池钢壳、钢带、盖帽等产

品的产能及销售规模，并将汽车动力电池陶瓷盖板和汇流片等新产品迅速量产，

全国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复合连接片、

汇流片、动力电池导柱系列项目，陶瓷盖板项目，动力电池 PACK 模组项目，

CNC 精加产品等项目。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633.66 万

元、9,665.87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金额预测为 17000 万元，2015 年、2016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上涨 45.71%、75.87%，发展势头强劲。随着公司进一步产品

推广、业务规模扩展，公司预计营业收入将进一步增长，同时形成新增流动资

金缺口。 

（2）资金需求测算 

A、测算方法 

本次测算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方法为销售百分比法，即假设预测年度公司

的业务模式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

负债与销售收入存在稳定的百分比关系（参照 2014-2015 年各项数据占营业收

入的平均比例）。根据销售增长与资产、负债增长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营运

资金的需求。 

B、测算步骤 

a.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b.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c.确定流动资金占用额及新增流动资金缺口。 

C、测算过程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以及 2014-2015 年两年平均比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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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平均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营业收入 96,658,743.57 100.00% 66,336,565.46 100.00% 100.00% 

应收账款 25,306,158.09 26.18% 20,282,578.98 30.57% 28.38% 

应收票据 300,015.08 0.31% 9,577.50 0.01% 0.16% 

预付款项 1,600,964.97 1.66% 219,160.48 0.33% 1.00% 

存货 27,502,022.15 28.45% 12,816,079.21 19.32% 23.89%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54,709,160.29 56.60% 33,327,396.17 50.24% 53.42% 

应付账款 36,716,077.69 37.99% 23,381,231.80 35.25% 36.62% 

应付票据 - - - - - 

预收款项 23,304.00 0.02% 41,292.00 0.06% 0.04%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 
36,739,381.69 38.01% 23,422,523.80 35.31% 36.66% 

流动资金占用额 17,969,778.60 18.59% 9,904,872.37 14.93% 16.76% 

 

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金额预测为 17000 万元，同比上涨 75.87%。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1、2016 年我国锂电池市场规模不断提升，公司在锂电

池精密结构件销售方面有着可观的增长。2、2016 年公司新研发的复合金属连

接片和汇流片、陶瓷盖板等新产品均获得可观利润。 

综上所述，鉴于新能源汽车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公司稳定客户比亚迪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迅速，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而随着公司进

一步产品推广、扩展业务规模，保守估计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业

收入可保持 40%的增长率，即预计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可实现营业

收入约 23,800 万元、33,320 万元、46,648 万元。根据 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

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采用销售百分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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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流动资金需求的具体测算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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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流动资金缺口=预测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9 年度）-2016 年度估算流动资金占

用额。 

3、上述营业收入预测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依据上述预测营业

收入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依据上述营业收入预测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 

经上表测算，预计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新增流动资金缺口为 49,690,048.00

元，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 40,000,000.00 元，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求量，

符合相关规定。 

（3）公司拟以全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以下项目购买原材料

和支付员工薪酬，具体使用计划如下表： 

项目 2015 年金额 
2014-2015

平均比例 
2016 年预测 2017 年预测 2018 年预测 2019 年预测 

营业收入 96,658,743.57 100.00% 
170,000,000.0

0 
238,000,000.00 333,200,000.00 466,480,000.00 

应收账款 25,306,158.09 28.38% 48,246,000.00 67,544,400.00 94,562,160.00 132,387,024.00 

应收票据 300,015.08 0.16% 272,000.00 380,800.00 533,120.00 746,368.00 

预付账款 1,600,964.97 1.00% 1,700,000.00 2,380,000.00 3,332,000.00 4,664,800.00 

存货 27,502,022.15 23.89% 40,613,000.00 56,858,200.00 79,601,480.00 111,442,072.00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 
54,709,160.29 53.42% 90,814,000.00 127,139,600.00 177,995,440.00 249,193,616.00 

应付账款 36,716,077.69 36.62% 62,254,000.00 87,155,600.00 122,017,840.00 170,824,976.00 

预收账款 23,304.00 0.04% 68,000.00 95,200.00 133,280.00 186,592.00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 
36,739,381.69 36.66% 62,322,000.00 87,250,800.00 122,151,120.00 171,011,568.00 

流动资产占

用额 
17,969,778.60 16.76% 28,492,000.00 39,888,800.00 55,844,320.00 78,182,048.00 

新增流动资

金缺口 
     49,690,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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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支付项目 预计金额（万元） 

1 复合连接片、汇流片、动力电池导柱系列项目 500.00 

2 陶瓷盖板项目 2,000.00 

3 动力电池 PACK模组项目 1,000.00 

4 CNC精加产品 500.00 

 合计 4,000.00 

修订后：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中有 3500 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1500 万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扩大公司规模、新项目开发、项目投资等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领域。 

1、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测算依据 

（1）本次发行股票募集到的不超过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资金，公

司拟将 35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购买机器设备，1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具体

如下： 

（1）增加机器设备的必要性及测算过程 

公司专注于各类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及研发，主要产品包括便携式镍

氢、锂电池精密结构件和汽车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两大类。为了顺应快速提

升的市场需求，公司计划在 2017 年扩大公司固有锂电池钢壳、钢带、盖帽等产

品的产能及销售规模，并将汽车动力电池陶瓷盖板和汇流片等新产品迅速量产，

同时公司于 2017 年将工厂搬迁至新厂区并处置了一批旧机器设备，为了保障公

司生产经营的稳步扩张，公司急需购置新的机器设备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提

高公司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稳定持续发展，详细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数量 预测金额（万元）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冲压机 35 台 1,575.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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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机 15 台 270.00 270.00 

冲压机+清洗线

（含模具） 
4 套 600.00 600.00 

激光机 38 台 760.00 760.00 

其它辅助设备 - 450.00 370.00 

合计 - 3,655.00 3,500.00 

 

上述投入测算中，预计金额系根据公司与设备供应商初步洽谈并结合市场

价值估算得出，不代表最后实际花费价格，根据上述测算，公司购置机器设备

等固定资产总投资预计 3500 万元，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中 3500 万将用于

购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如公司支付上述固定资产的时间早于公司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登记函取得日，公司将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取得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函之后，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替换。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测算过程 

公司专注于各类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及研发，主要产品包括便携式镍

氢、锂电池精密结构件和汽车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两大类。为了顺应快速提

升的市场需求，公司计划在 2017 年扩大公司固有锂电池钢壳、钢带、盖帽等产

品的产能及销售规模，并将汽车动力电池陶瓷盖板和汇流片等新产品迅速量产，

全国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计划用于锂电池钢壳、

方形铝壳、盖帽、陶瓷盖板项目。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9,665.87 万元、17,985.59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金额预测为 16,000 万元，

2015 年、2016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上涨 45.71%、86.07%，发展势头强劲。随着

公司进一步产品推广、业务规模扩展，公司预计营业收入将进一步增长，同时

形成新增流动资金缺口。 

A、测算方法 

本次算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方法为销售百分比法，即假设预测年度公司的

业务模式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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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与销售收入存在稳定的百分比关系（参照 2015-2016 年各项数据占营业收入

的平均比例）。根据销售增长与资产、负债增长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营运资

金的需求。 

B、测算步骤 

a.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b.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c.确定流动资金占用额及新增流动资金缺口。 

C、测算过程 

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以及 2015-2016 年两年平均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平均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营业收入 179,855,859.50 100.00% 96,658,743.57 100.00% 100.00% 

应收账款 54,921,994.01 30.54% 25,306,158.09 26.18% 28.36% 

应收票据 136,780.00 0.08% 300,015.08 0.31% 0.19% 

预付款项 18,997,643.05 10.56% 1,600,964.97 1.66% 6.11% 

存货 16,010,788.79 8.90% 27,502,022.15 28.45% 18.68%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90,067,205.85 50.08% 54,709,160.29 56.60% 53.34% 

应付账款 23,385,440.60 13.00% 36,716,077.69 37.99% 25.50% 

应付票据 -   - -   

预收款项 5,000,286.00 2.78% 23,304.00 0.02% 1.40%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 
28,385,726.60 15.78% 36,739,381.69 38.01%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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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平均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流动资金占用额 61,681,479.25 34.29% 17,969,778.60 18.59% 26.44% 

 

公司稳定客户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

入 179,855,859.50，较 2015 年实现大幅增长。公司 2017 年、2018 年营业收入

预计可实现 16,000 万元、33,320 万元，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金额预测根据

公司半年度营业收入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营业收入预测同 2016 年营业收

入金额相持平，业绩持平的主要原因包括：1、2017 年公司减少了毛利润较低

的锌锭业务。2、2017 工厂搬迁至新厂区，同时处置了一批旧机器设备。目前

公司拟购置一批全新的机器设备，设备投产后可极大提高公司产能，且目前公

司已经跟主要客户达成供货意向，设备购置周期在 3 个月左右，预计 2018 年将

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根据 2015 年度、2016 年度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

的平均比例，采用销售百分比法，公司 2017 年、2018 年流动资金需求的具体

测算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金额 
2015-2016 平均

比例 
2017 年预测 2018 年预测 

营业收入 179,855,859.50 100.00% 160,000,000.00 333,200,000.00 

应收账款 54,921,994.01 28.36%    45,376,000.00     94,495,520.00  

应收票据 136,780.00 0.19%       304,000.00        633,080.00  

预付账款 18,997,643.05 6.11%     9,776,000.00     20,358,520.00  

存货 16,010,788.79 18.68%    29,888,000.00     62,241,760.00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90,067,205.85 53.34%    85,344,000.00   177,728,880.00  

应付账款 23,385,440.60 25.50%    40,800,000.00     84,966,000.00  



广东九九华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7-009 

 
 

预收账款 5,000,286.00 1.40%     2,240,000.00      4,664,800.00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28,385,726.60 26.90%    43,040,000.00     89,630,800.00  

流动资产占用额 61,681,479.25 26.44%    42,304,000.00     88,098,080.00  

新增流动资金缺口    45,794,080.0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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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流动资金缺口=预测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8 年度）-2017 年度估算流动资金占

用额。 

3、上述营业收入预测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依据上述预测营业

收入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依据上述营业收入预测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 

4、上述营业收入预测为取整数值。 

经上表测算，预计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新增流动资金缺口为 45,794,080.00

元，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 15,000,000.00 元，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求量，

符合相关规定。 

五、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二节“发行计划”之“（十）本次发行拟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事项” 

修订前：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广东九九华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修订后：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由 2017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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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九九华立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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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六、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三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

和分析”之“（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能力的影响” 

修订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能力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500 万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不

超过 4,000 万元。发行完成后，会使公司的流动资金更加充裕，现金流得到较

好的改善，资金流动性增强。公司股本规模、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有所

提高。增强了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提升了公司整体经营能力，保障公司经营

的正常发展，并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为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增强

提供了资金保障。 

修订后：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能力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625 万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不

超过 5,000 万元。发行完成后，会使公司的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增加，整体产

能及品质得到较好的改善，营业收入将会大幅增加。公司股本规模、总资产、

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有所提高。增强了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提升了公司整体经

营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发展，并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为

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增强提供了资金保障。 

七、修订原《股票发行方案》第六节“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之

“（一）主办券商” 

修订前： 

（一）主办券商 

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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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注册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电话： 010-68573828 

传真： 010-68573837 

项目负责人： 刘东旭 

项目组成员： 李通、孙海洋 

修订后： 

（一）主办券商 

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注册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电话： 010-68573828 

传真： 010-68573837 

项目负责人： 刘东旭 

项目组成员： 刘凤娟 

 

特此公告。 

 

 

                                   广东九九华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