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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天力锂

能 

指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案》 指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方案》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中山证券 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新疆允公 指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章程》 指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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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文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单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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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为89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75名、法人

股东9名、合伙企业股东5名等；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为96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

东75名、法人股东10名、合伙企业股东11名等。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

未超过200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

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完整的保存；公司强化内部管理，

完善了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

从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经查阅天力锂能《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制度，在股份公司阶段，天力锂能

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内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制定了合法合

规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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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制度，建立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关联股东和董事回避、纠纷解决、重大

投资及担保管理等机制，建立了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形

成了健全的股东权益保障机制。公司现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能够充分行使知

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权利。 

经查阅天力锂能三会文件，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会议

记录的保存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经查阅《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及核查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关

联交易，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原则，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

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

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

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

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1、公司整体信息披露情况 

天力锂能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

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2、本次发行信息披露情况 

天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7年7月13日，天力锂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本次股票发

行相关的议案；并于2017年7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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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平台披露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45）、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47）、《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为：2017-046）。 

2017年7月31日，天力锂能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本次股票

发行相关的议案并于当日披露了《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7-051）。 

2017年8月9日，天力锂能披露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7-052）。 

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8月28日、2017年9月8日在缴款截止日之

前发布了三次《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2017年9月22日，公司发布了第四次

《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因认购对象未能在规定的缴款截止日2017年9月20

日（含当日）前完成缴款程序，经与认购方协商一致，对缴款截止日再次进行延

期，延期后的缴款截止日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 24 时。 

综上，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

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

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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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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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天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7名机构投资者，新增投资者未超过35名。基

本情况如下： 

（1）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7084633180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

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518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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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3年08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9月16日至2023年09月15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注册资本 30,000,000元 

股权结构 周展宏：80%；周红兵：20%。 

根据深圳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2年2月15日出具的深安华

信验字【2012】01号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2月15日，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实收资本为3000万。 

根据深圳市华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4月27日出具的深

华图审字【2017】第645号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新疆允公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收资本为3000万。 

根据国信证券深圳振华路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符合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2）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3330808890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

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729号 

成立日期 2015年04月20日 

营业期限 2015年04月2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

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相关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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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已于2015年5月28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

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14678 

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5月28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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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14678。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丹棱街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新疆华

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合格投资者。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90ACC0L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十号办公

楼36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4月20日 

营业期限 2017年04月20日至2037年04月19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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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并取得基金编号

为SW2142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7月27日取得

了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W2142，其基金管理人华侨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已于2014年7月22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4190。 

根据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富春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合格投资者。 

（4）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0MA3XF0DX7Q 

住所 新乡市平原路与新二街交叉口新乡国贸大厦5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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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 河南欧瑞宏润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11月08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1月08日至2026年11月07日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备注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并取得基金编

号为SR1923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3月16日取得了基

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R1923，其基金管理人河南欧瑞宏润创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P1060379。 

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提供的收款回单，各合伙人合

计实缴出资人民币23,000万元 。 

（5）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DFE4N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公楼211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7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7月28日至2046年7月27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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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并取得基金编号

为SS5872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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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S5872，其基金管理人上海辰韬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3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

记编号为P1060612。 

根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安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合格投资者开户

证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符合规定的合格

投资者。 

（6）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MA0Y4Q9AX1 

住所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大街6666号创业服务中心大

楼B125室（租期至2018-06-23）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捷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4月27日至2022年03月22日 

经营范围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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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并取得基金编

号为SN8087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6年12月22日取得

了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N8087，其基金管理人上海捷煦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8月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

编号为P1032752。 

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吉林捷煦汇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符合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7）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MA27Y4D06K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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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劲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7月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7月6日至2026年7月5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备注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并取得基金编

号为SW3305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7月28日取得了基金

业协会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W3305，其基金管理人上海劲邦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4月1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0699。 

根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八七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杭州璞达思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符合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天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如下：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不存在采用广告、

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发行的情形。 

2、2017年7月13日，天力锂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出席会议

的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相关议案：《关于<新乡天

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董事会审议的股票发行相关事项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本次

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披露了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13 
 

3、2017年7月31日，天力锂能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28,66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63%。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新乡天力

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上述股东大会审议的股票发行相关事项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4、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7名机构投资者，新增股东不超过35人，发行后股东

人数不超过200人。 

5、2017年8月9日，天力锂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股票发

行认购公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缴款起始日为2017年8月14日，缴款截止日为

2017年8月21日。 

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8月28日、2017年9月8日在缴款截止日之

前发布了三次《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2017年9月22日，公司发布了第四次

《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因认购对象未能在规定的缴款截止日2017年9月20

日（含当日）前完成缴款程序，经与认购方协商一致，对缴款截止日再次进行延

期，延期后的缴款截止日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 24 时。 

6、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形式认购，未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10月18日出具了“亚会 B 

验字（2017）0268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年9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

股东认缴的出资额14,454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438万元。 

7、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天

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天

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天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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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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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

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

果是否合法有效的意见 

主办券商查阅了天力锂能与投资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经核查，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3.00 元。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亚会B审

字（2017）1155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88,460.89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0元，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19,947,170.57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6.11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较上次发行每股16元价格高出17元，主要系公司2016年度

业绩较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同期增长69.04%，2016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同期增长115.87%。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盈率、每

股净资产、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并与拟认购对象沟通后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33元/股。 

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认购协议中均不包含服务期限、回购权等条款。本次股

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认购，且认购对象已在规定的时

间内足额支付了认购款项，并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确认。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天力锂能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

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天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均为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情形。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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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发行股份时，现有股东对发行

的股票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的意见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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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机构投资者，非公司相关职

工。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非《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的主体。 

2、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为偿还银行贷款、支付设备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而非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中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

即交易目的不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3、股票的公允价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00元/股。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亚会B审字（2017）1155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88,460.89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0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19,947,170.57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6.11元。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盈率、每

股净资产、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并与认购对象沟通后确定。 

4、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公司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

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不适用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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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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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办法（试行）》等，主办券商对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和公

司现有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进行了核查。 

（一） 公司现有机构股东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25日）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

在册股东共89名，其中75名为自然人投资者，其余14名非自然人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全称 备注 

1 河南富德高科新材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于2014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D2693，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富德科

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深圳华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2015年9月29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登记编号：P1024014） 

3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做市商之一，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4 杭州群象岛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于2016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券基金

业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M6735，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深圳群象岛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非私募投资机构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 

6 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已于2015年8月3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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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4987，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德丰杰

龙升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做市商之一，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做市商之一，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9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河南农开裕新先进

制造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已于2017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N9677，私募基金管理人河南中原联创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6月

27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登记编号：

P1031895） 

10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已于2015年6月29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登记编号：P1016621） 

11 广州市科万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已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

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

编号 SL4929，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广东

科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江苏通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

公司股东为陈振典、陈抒平，经营范围

为电梯、立体车库、机电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及销售代理、安装、改造、维修、

保养；装饰装修材料的销售及工程施

工；技术开发及咨询；建筑楼宇自动化

控制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因此该公

司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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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 

13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2014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登记编号：P1004550） 

14 冠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已于2014年6月4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登记编号：P1003144）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非自然人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投资者类型 

1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允公成立于2013年8月28日，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系周展宏先生。新疆允公股权结

构：周展宏持股80%；周红兵持股20%。根据

新疆允公出具的《承诺函》，新疆允公投资

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

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

其他机构管理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

资基金的管理人，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的规定办

理登记备案手续。 

2 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2015年5月28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14678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侨鹏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已于2017年7月27日取得了基金业协会私募

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W2142，其基金管理

人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7月22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P100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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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已于2017年3月16日取得了基金业协会私募

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R1923，其基金管理

人河南欧瑞宏润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已于2016年12月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0379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

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已于2017年6月12日取得了基金业协会私募

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S5872，其基金管理

人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

12月23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0612 

6 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已于2016年12月22日取得了基金业协会私

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N8087，其基金管

理人上海捷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6年8月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32752 

7 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于2017年7月28日取得了基金业协会私募

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SW3305，其基金管理

人上海劲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年4月1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0699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除私募基金以及私募基金管理

人以外的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3年08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9月16日至2023年09月15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展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708463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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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00万元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

号数码港大厦2015-518号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根据主办券商的核查，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缴注册

资本3,000万元的有限合伙企业，具有实际经营业务，对外投资深圳市熹茗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持股100%）、深圳市奇特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持股70%）等多家

企业。该企业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

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

续。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现有股东及发行对象中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或

私募投资基金的股东已经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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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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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十一、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经核查，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协议内容中不存在业绩

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赌条款。主

办券商认为：天力锂能本次发行股票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

等特殊条款，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赌条款。 

2、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出具了《关于不存在代持的承诺书》。主办券商

认为：天力锂能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代持”。 

3、经核查，公司此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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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为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持股平台。 

根据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的

有限合伙企业，具有实际经营业务，对外投资深圳市熹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

股100%）、深圳市奇特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持股70%）等多家企业。根据新疆允

公出具的《承诺函》，新疆允公投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

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其他机构管理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

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无需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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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试行）》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据上，公司此次非自然人股东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

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

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

立的公司法人、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公司新增股东可以参与本次非

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 

4、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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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向股转系统申请挂牌之后，没有发生股东及其关联

方资金占用行为。 

5、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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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同时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进行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支付设备款等，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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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使用2,250万元偿还公司短期负债，其中：① 偿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市区支行贷款1700万元；②偿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支行贷款550万元。银行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①2016年7月17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市区支行签订了

编号为：XXH201601075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700万元，借款期限：

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借款年利率为6.2205%。 

②2016年10月19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支行签订了编号

为11712016280791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借款期限：2016

年10月19日至2017年10月18日，借款年利率为4.785%。 

③2016年10月21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支行签订了编号

为11712016280794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50万元，借款期限：2016

年10月21日至2017年10月20日，借款年利率为4.785%。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根据上述各项目的实际还款进度，

以自筹资金支付所需款项，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公司自筹资金是为

维持公司正常运转所需资金，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还款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

解决。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偿还上述贷款后，能够显著改善资本结构，提升营

运水平。 

①减少财务支出 

公司产品市场需求大，公司为满足市场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对营运资金的

需求较高，银行借款规模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经审计的2015年、2016年短期借

款余额分别为6,300万元、3,400万元，利息支出分别为463.24万元、407.05万元。

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显著改善资本结构及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减少利息费

用支出及缓解财务压力。现有债务结构中，短期借款需在2017年陆续到期偿还，

如果公司资金面持续趋紧，后续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将加大，且未来获得贷款的

利息费用如果上升，将加重公司的财务压力。 

②改善资本结构 

近年来，公司所处行业快速增长，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的负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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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也在不断增加，对公司快速发展构成了一定的资金压力。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

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司融资空间，削弱了举债能力，影响公司经营的安全

性。经审计，公司2015年末、2016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8.57%、45.38%。通

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债务风险，提高公司资

本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生产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2）支付设备款项 

序号 项目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 

1 前驱体生产线设备 787.30万元 

2 烧结生产线设备与安装工程 1,565.17万元 

 合计 2,352.47万元 

公司最近几年投资采购的设备较多，以致固定资产投入资金成为公司发展的

瓶颈。为避免拖欠设备供应商款项进而影响设备交货周期的情况，计划用本次募

集资金支付设备款2,352.47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根据上述各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

以自筹资金支付所需款项，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公司自筹资金是为

维持公司正常运转所需资金，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付款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

解决。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支付上述设备款项后，能够显著改善生产效率，提

升产品盈利水平。 

（3）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上述资金用途后，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业务发

展所需流动资金，预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约为9,851.53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实际金额以扣除上述各项资金用途后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①本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由于国家政策对新能源产业的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已进入爆发期。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我国

规划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

销量超过500万辆。随着国家对新能源行业的各种利好政策实施，国务院印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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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规划中提及发展新能源汽车，要求到

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城市公共

交通、出租车和城市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在地市级及以上城市全面推

进公交都市建设，新能源公交车比例不低于35%，并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的规模

化应用。对此，国家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也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政策，明确表

态要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应用，并作为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非

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公司主要业务为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和锌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技术水

平国内领先。公司自成立以来便专注于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重量轻、成本

低等优势的锂电三元正极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公司是业内同时拥有前驱体和成品

三元材料的少数供应商之一。 

2016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了2015年强劲发展势头，行业发展迅猛。同时，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对上游锂电产业产生了强劲的带动作用。公司自挂牌以来，

主营业务发展强劲，业务规模迅速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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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订单量持续上升，销售收入实现了大

幅增长。2015年度、2016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1,812.90万元，

36,873.52万元，同比增长69.04%。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2016年以来新厂区的逐步投产，三元

材料生产、销售规模扩大以后，公司对于流动资金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对外的原

材料采购及能源消耗也大幅增加，税金及工资支出也大幅增加。虽然随着公司利

润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时，公司加大现金管理力度，合

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流动资金需求，业务规模的快速

扩张仍形成了较大的营运资金缺口。本次募集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和发展需求，有利于缓解在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时生产经营方面的资

金压力，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有效满

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营运资金需求。 

根据公司2016年三元材料收入增长趋势并结合产能释放节奏，预计2017年新

厂区四条生产线可以新增产量3000吨以上，预计带来新增收入约57,617.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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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2017年全年营业收入约94,490.60万元。 

公司对2017年全年营业收入预测为约94,490.60万元，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Ⅰ、关于历史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15年、2016年年度财务数据，公司2015年、2016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情况，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及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上半年营业收入 全年营业收入 上半年收入占全年的比例 

2015年度 10,318.97 21,812.90 47.31% 

2016年度 16,712.82 36,873.52 45.32% 

公司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

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2017年0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29,164.79

万元。在不考虑公司下半年新增生产线产能进一步释放产能、募集资金用以补

充流动资金有助于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情况下，按照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占全

年营业收入45%进行测算，则根据历史业绩增长率情况，公司能实现营业收入为

64,810.65万元。 

据上，公司良好的历史业绩为今年迅速扩张规模、实现业绩跨越式增长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Ⅱ、关于新增生产线产能释放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2016年度，公司原有三元材料产量约2,500多吨，按照2016年平均售价12.31

万元/吨（不含税）进行计算，则2016年销售三元材料约31,000多万元。 

若公司原有产能释放的三元材料2017年的产量参照2016年产量测算，预计

为2,524吨计算，按照2017年7月市场价16.56万元/吨（不含税）价格，2017年

原有产量对应三元材料营业收入为41,797.44万元。 

同时，2017年，公司新厂区投资新建的“年产5,000吨镍钴锰酸锂三元正极

材料”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新增4条生产线（其中2条已于2016年底投入使用，

另2条于2017年6月底投入使用），公司预计在碳酸锂等原材料及产能利用率充

足的情况下，2017年可新增产能3,000吨以上，按照2017年7月市场价16.56万元

/吨（不含税）价格进行计算，2017年新厂区新增产能部分可实现营业收入4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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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因此，2017年度，公司预计在碳酸锂等原材料及产能充足的情况下，原

有产能及新厂区新增三元材料产量合计实现销售收入91,477.44万元。 

除上述三元材料外，2016年度公司实现的锌粉营业收入为 2,486万元，2017

年度，公司预计实现锌粉营业收入3,013万元，与前述三元材料销售收入合计后

为94,490.60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在碳酸锂等原材料及产能利用率充足的情况下，根据原有

产能及新厂区新增产能预测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将达到94,490.60万元具有合

理性。 

Ⅲ、关于合同签订情况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不仅新开发了骆驼股份、星恒股份、哈光宇等新客户，

老客户横店东磁、深圳卓能、海四达、阳光电源等户订单量也在持续增加。 

公司与七家主要客户签订了框架协议，预计订单交货量如下表列示： 

单位：吨 

客户 型号 2017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星恒股份 
TLM610 50 50 50 50 50 50 

TLM5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阳光电源 
TLM510 60 60 60 60 60 60 

TLM610 20 20 20 20 20 20 

广西卓能 TLM510 50 50 50 50 50 50 

广州云通 
TLM510 20 20 20 20 20 20 

TLM598 30 30 30 30 30 30 

深圳博富能 TLM510 50 50 50 50 50 50 

海四达 
TLM510 50 50 50 50 50 50 

TLB6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浙江天能 TLM5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3,780 

据上所述，仅2017年11、12月，公司预计需向以上7家客户交货达1,260吨。

若按照2017年7月市场价16.56万元/吨（不含税）价格进行计算，则能实现销售

收入20,865.60万元。加之公司产品存货周转速度较快，产品紧俏，因此，庞大

的客户需求为公司未来实现业绩大幅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营业收入预测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来源于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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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负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7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进行

预测，计算各年末的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 - 经营性流动负债）。

公司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为新增的流动资金缺口，即2017年末的流动资金占用

额与2016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额的差额。 

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占营业收入比

例  
2017 年 

营业收入 A  36,873.52  100.00% 94,490.60 

经营性流动资产：  根据 2016 年比例预计 

应收票据   1,659.12  4.50%  4,251.60  

应收账款   16,567.53  44.93%  42,455.29  

预付账款   1,039.68  2.82%  2,664.25  

存货   3,896.72  10.57%  9,985.59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B  23,163.05  62.82%  59,356.73 

应付票据   6,250.00  16.95%  16,016.00  

应付账款   6,064.74  16.45%  15,541.25  

预收款项   60.25  0.16%  154.40  

应付职工薪酬   233.85  0.63%  599.24  

应交税费   301.39  0.82%  772.34  

经营性流动负债小计 C  12,910.23  35.01%  33,083.24  

流动资金占用额 D=B-C  10,252.82  27.81%  26,273.49  

营运资金缺口（E=D2017-D2016） 16,020.67 

注： 

1、2016年数据为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7年数据为根据2016年比例预

计； 

2、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 - 经营性流动负债； 

3、营运资金缺口=2017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6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 

4、上述测算不代表公司对2017年盈利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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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测算，公司2017年将面临着较大的资金缺口，营运资金缺口总额为

16,020.67万元。通过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现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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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模扩张带来的资金压力，保证公司未来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符合

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②本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可行性 

2016年以来，公司新厂区新增四条三元材料生产线，配套的三元前驱体生产

线将于2017年下半年陆续投产，公司预计上述生产线将在2017年内新增产能

3,000吨。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并自主创新了三元材

料前驱体的合成反应装置，能自主生产三元材料前驱体材料。公司目前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生产的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客户接受度较高，市场供不应求，在新

厂区配套的三元前驱体生产线未投产前，公司生产的三元前驱体材料不能满足现

有的产能需求。为进一步扩大产能，新增产能的三元前驱体材料拟外购解决。 

据上，公司本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三元前驱体材料（含

配套前驱体所需的硫酸钴、硫酸镍、硫酸锰等主辅材料）及碳酸锂等原材料。 

《股票发行方案》中“（七）募集资金用途”之“1、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

金用途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之“（3）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规定：“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上述资金用途后，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流

动资金，预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约为15,397.53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

额以扣除上述各项资金用途后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为14,454万元，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的安排，其中2,250万元将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其中2,352.47万元将用于支付设备款，剩余9,851.53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三元前驱体材料（含配套前驱体

所需的硫酸钴、硫酸镍、硫酸锰等主辅材料）及碳酸锂等原材料。 

公司本次通过募集资金可以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具备可行性。 

综上所述，公司所处的行业保持着高速发展，偿还银行贷款、支付设备款以

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以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份

额，增强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经营规模，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对

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支付设备款，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是合理的、必要的、可行



29 
 

的。 

同时，主办券商注意到天力锂能将根据偿还银行贷款的实际还款进度，在本

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支付所需款项，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予以置换；将根据支付设备款的实际付款进度，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以自筹资金支付所需款项，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中已说明置换所涉及的自有资金用途、投入金额，不存在不符

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规定的情形。 

7、经核查，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6

年10月17日召开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8、经核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部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统一管理。 

9、经核查，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部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户号为466010100100091200，并于2017年10月13日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部、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10、经核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部于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

询证函回函，截至2017年9月25日，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者缴入的出

资额（14,454.00万元）属实。且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部于

2017年10月18日出具的银行对账单显示，账户466010100100091200余额为

144,540,000.00元。 

经查询2017年10月18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

对账单，账户466010100100091200余额仍为144,540,000.00元。据上所述，天力

锂能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11、经核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股票发行募集资

金不提前使用的承诺函》，声明并承诺公司在历次股票发行中，不存在提前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在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新增股份备案登

记函前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12、前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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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自挂牌以来先后完成了四次定向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次定向发行 

2015年11月5日，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组织定向股票发

行一次。本次定向股票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5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8,05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161,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7,889,000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出具了亚会B 验字（2015）262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

[2015]9157号）。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发展所

需的流动资金，同时为做市商提供库存股票以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上述募集资

金已经全部按照募集资金承诺用途使用完毕。 

（2）第二次定向发行 

2016年2月22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组织定向股票发

行一次。本次定向股票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1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6,17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242,550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5,927,450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出具了（亚会B验字（2016）0081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

[2016]2771号）。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公司

在新乡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振中路支行两笔银行贷

款。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 

（3）第三次定向发行 

2016年5月5日，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组织定向股票发行

一次。本次定向股票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12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880,000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出具了亚会B验字（2016）0450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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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404号）。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 

（4）第四次定向发行 

2016年10月17日，公司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组织定向股票发

行一次。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5,69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6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91,040,000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亚会B验字（2016）0670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

[2016]8574号）。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生产

设备、偿还银行贷款和融资租赁款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

部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 

公司历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均未使用募集资金，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

“（四）募集资金使用：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

行募集的资金。”的规定。 

前四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弥补了公司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的短缺，降低了公司

财务成本，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13、天力锂能相关主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询“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及“全国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等网站，确认天力锂能及其控股子公司、天力锂能的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股

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14、天力锂能前期发行中涉及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 

截至目前，天力锂能自挂牌以来先后完成完成了四次定向发行，经核查以往

的发行文件，公司自挂牌以来的第三次定向发行（即2016年第三次股票发行）中，

发行对象杭州群象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申请时尚未在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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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深圳群象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认购对象基金

管理人承诺杭州群象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于2016年12月31

日前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经后续跟进，杭州群象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完成登记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除上述情形外，天力锂能历次发

行不涉及发行构成收购的相关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相关承诺及私募基金备案

的相关承诺等事项。 

15、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

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经核查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发行方案》以及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

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

宇或办公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