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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300        证券简称：利树股份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之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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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树股份”或“本公司”）

已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公告编号为

2017-048 的《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披露的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本文件签署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2724万元已经使用完毕，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原材料采购  21,528,870.88  

补充流动资金-电费  1,401,004.71  

补充流动资金-工资  1,230,922.00  

补充流动资金-缴税  3,080,641.57  

其他（包括手续费、利息等）  -1,439.16  

合 计  27,240,000.00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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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简称股转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

理、 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下简称《问题

解答》）中要求“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中应当详细披露前次发行募

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投入资金金额以及对

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等”。经咨询股转系统，《问题解答》

中的“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应涵盖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而

非仅仅“前一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故需要对公告中相关内容作

如下更正： 

更正前：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本文件签署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2724万元已经使用完毕，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原材料采购  21,528,870.88  

补充流动资金-电费  1,401,004.71  

补充流动资金-工资  1,230,922.00  

补充流动资金-缴税  3,080,641.57  

其他（包括手续费、利息等）  -1,439.16  

合 计  27,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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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

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更正后: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进行过四次股票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5年10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5年10

月27日召开的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拟向不超过8家具备做市商资

格的证券公司发行不超过6,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0.00元。 

2015年11月5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亚会B验字（2015）249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5年11月5

日，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3,900,0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

7,800,000.00元。 

2015年12月14日，股转系统出具《关于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8858号），对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根据《2015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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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流动资金以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原材料采购 6,493,062.10 

补充流动资金-水费 93,190.00 

补充流动资金-缴税 1,213,686.14 

其他（利息等） 61.76 

合计 7,800,000.00 

2、第二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5年 10月 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15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拟向不超过 10 名合格投

资者发行不超过 15,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000,000.00元。 

2015年 12月 17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亚会 B验字（2015）33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年 12月

15 日，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4,7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10,340,000.00元。 

2016 年 1 月 8 日，股转系统出具《关于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79号），对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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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5年第三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的流动资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快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原材料采购 4,950,020.00 

补充流动资金-燃料费 864,040.00 

补充流动资金-运费 1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电费 1,774,632.10 

补充流动资金-缴税 2,667,521.59 

其他（利息等） -16,213.69 

合计 10,340,000.00 

3、第三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拟向不超过 25名合格投资者发

行不超过 14,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700,000.00

元。 

2016 年 5 月 10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亚会 B验字（2016）0421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年 4月

28 日，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9,1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21,38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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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 13日，股转系统出具《关于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4395号），对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根据《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的流动资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快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原材料采购 15,597,003.92 

补充流动资金-燃料费 830,525.10 

补充流动资金-运费 4,961,927.50 

其他（利息等） -4,456.52 

合计 21,385,000.00 

4、第四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6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6年 8月 30日召开的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6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向汤贵容发行股票数量为

15,825,000 股，用于收购汤贵容持有的福建利树浆纸有限公司 33%的

股权；向其他合格投资者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24,166,667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8,000,000.00元。 

2016 年 9 月 20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亚会 B验字（2016）0625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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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利树股份已收到自然人投资者汤贵容以股权作价合计为

37,980,000.00 元，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15,825,000.00 元，计入股本

溢价 22,155,000.00元；包括方向中在内的 10名自然人投资者认缴注

册资本 11,350,000.00 元，计入股本溢价 15,890,000.00 元，以货币

方式出资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7,240,000.00元。 

2016 年 10 月 18 日，股转系统出具《关于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7444号），对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根据《2016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用于： 

（1）收购控股子公司福建利树浆纸有限公司 33%的股权； 

（2）补充流动资金 58,000,000.00 元（实际募集 27,240,000.00

元）。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原材料采购 21,528,870.88 

补充流动资金-电费 1,401,004.71 

补充流动资金-工资 1,230,922.00 

补充流动资金-缴税 3,080,641.57 

其他（利息等） -1,439.16 

合 计 27,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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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四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与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用途一致，不存

在取得股票发行备案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不存在擅自变更或

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

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

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 

公司前四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补充了公司流动资金的短缺，改善了

公司财务状况，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