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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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公司或肯

立科技 指 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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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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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林证券、主办券商 指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汇业、律师 指 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 

《公司章程》 指 《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

协议》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行为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指肯立科技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和《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1-1-6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肯立科技 

证券代码：838406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22 号江苏软件园 6 幢 

邮政编码：210016 

联系方式：025-85414185-8016 

法定代表人：孙晓峻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陈滨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资本运作的需要，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增资子公

司、股权收购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能够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延

伸公司的产业链，加大公司军工产品研发力度和市场开拓力度，促进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为发行对象确定的定向发行，均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机构投资者。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主体性质 
拟认购数

量（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

式 

1 
华控（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2,058,560 40,000,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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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珠海永鑫源实业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514,640 10,000,000.00 现金 

合计 2,573,200 50,000,000.00 现金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华控（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控（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在基

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备案编号为 SW6905，其私募基金管理人为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经通过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

记编号为 P1025293。 

华控（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华控（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423712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年01月20日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三号办公楼87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私募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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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时间 2017年8月22日 

私募基金编号 SW6905 

私募基金管理人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43288073501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28日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34730.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34730.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34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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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北京路以西、珠海路以南合作中心配套区查验

业务楼8-7-26 

法定代表人 张扬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时间 
2015年10月22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编号 
P1025293 

（2）珠海永鑫源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珠海永鑫源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AYG29N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年03月17日 

实缴资本 100,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7849（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斌 

经营范围 企业战略策划、企业物流管理、人力资源服务、资本市场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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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永鑫源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1 王斌 7,600.00 

2 吴珉 2,000.00 

3 章倩 400.00 

合计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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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与肯立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和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信用中国”等政府部门

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华控（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防务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永鑫源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关

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

在因违反《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相关规定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的情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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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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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无相关规定，截至认购协议签署前，公司已

取得原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认购的承诺函。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价格为19.43元/股。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

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

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573,200股（含2,573,200股），融资金额不超

过50,000,000.00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对股价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进行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行为。 

公司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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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息、分红派息以及转赠股本情况，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公司向本次发行对象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其所持股票可以一次

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募集的资金预计不超过 5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及补充流动资金，通过本次融资将有效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和

资本结构，满足公司扩大生产规模、研发、市场开拓的流动性资金需求，优化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以保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补充流动资金：   

成都川利防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增资款，主要用于补充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 

其他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  

合计 5,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内容如下： 

 1、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1）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从事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及微波通信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主要产品包括雷达与通信系统用集成化微波模块、雷达与通信系统配套设备、雷

达天线专用测试系统及其它等三大类。经过十余年发展，公司客户群稳步增长，

先后为国内不同领域的军工企事业单位、部队科研院所提供了多品种、高质量、

高可靠性的先进武器装备。产品应用领域涵盖微波雷达系统、微波电子对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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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通信系统等诸多国防军工领域。 

公司所从事的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及微波通信系统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资金

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设备投资金额及研发支出金额较大，并且军工行业具

有资金回笼慢的特点。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目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完全依靠自

身积累和有限的银行借款实施大规模扩张、参与行业内竞争挑战较大。后续资金

不足将制约公司未来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扩大规模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公司 2017 年下半年中标多家军工单位业务，并签

署合作协议，相关业务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公司为增加产品种类、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成立了成

都川利防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利防务”）。川利防务主要从事电磁防

护部件、战术信息对抗设备、无人机侦察转发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川利防务已与战略支援部队各基地、各战区部队等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

于川利防务成立时间较短，资金规模较小，业务开展迅速，急需大量资金支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募集资金需求的测算方法和过程 

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0,597,255.28 元，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拓，公

司预计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收入增长率保持在 45.65%、133.33%、

42.86%左右。收入规模将达到 30,000,000.00 元、70,000,000.00 元、100,000,000.00

元。假设公司未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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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于未来营业收入的假设是便于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

此进行投资决策。 

基于上述前提，公司未来两年流动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营业收入

占比 

2017 年度

/2017 年末 
2018 年度

/2018 年末 
2019 年度/2019

年末 

营业收入 20,597,255.28 100.00% 30,000,000.00 70,000,000.00 100,000,000.00 

应收账款 12,701,670.75 61.67% 18,500,043.69 43,166,768.60 61,666,812.29 

预付款项 820,269.89 3.98% 1,194,726.99 2,787,696.30 3,982,4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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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472,109.02 2.29% 687,629.03 1,604,467.73 2,292,096.76 

存货 8,300,157.84 40.30% 12,089,219.26 28,208,178.27 40,297,397.53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 
22,294,207.50 108.24% 32,471,618.96 75,767,110.90 108,238,729.85 

应付账款 5,975,543.52 29.01% 8,703,407.48 20,307,950.78 29,011,358.26 

预收款项 273,600.00 1.33% 398,499.70 929,832.63 1,328,332.33 

应付职工薪

酬 
382,808.60 1.86% 557,562.54 1,300,979.26 1,858,541.80 

应交税费 872,529.37 4.24% 1,270,843.17 2,965,300.72 4,236,143.88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 
7,504,481.49 36.43% 10,930,312.88 25,504,063.39 36,434,376.27 

经营性流动

资金占用额 
14,789,726.01 71.80% 21,541,306.08 50,263,047.51 71,804,353.58 

营运资金缺

口 
--   -- 6,751,580.07 28,721,741.43 21,541,306.08 

注：上述对于 2017、2018、2019 年公司各项数据的预测仅作为本次测算流动资金缺口

使用，不构成对公司的业绩承诺。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未来两年流动资金缺口为 57,014,627.57 元。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为不超过 50,000,000.00 元，剩余短缺资金公司将考虑其

他方式解决。根据上表测算结果，公司本次募资符合公司实际运营，未超过资金

的实际需要量，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合理的、可行的。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而支撑公司业务的发展，

并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

场竞争力，因此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未进行过股票发行。 

（九）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公司已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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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建立

了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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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详见披露于股

转系统指定披露平台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18-04）。公司将会

为本次发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会在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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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管理。 

公司董事会将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出具《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在公司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时一并

披露。 

（十）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分享。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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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江苏肯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

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二）本次发行涉及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事项 

本次发行方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

东人数不会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需要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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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投入公司主营业务运营，补充流动资金，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使公司的财务结构更趋稳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

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发展，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

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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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

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三）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及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支持公司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支持公司业务拓展，从而有利于增强公司

的盈利能力。此外，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运营资金将更加充裕，公司总资产、

净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财务结构也更趋稳健。因此，本次发行将对公司全体股

东价值的最大化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

权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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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需披露的重大事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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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2、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3、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谴责； 

4、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5、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属于《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规定的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人 

乙方：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7年12月26日 

2、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在约定日期前将认购款足额汇入甲方指

定银行账户。 

3、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在经过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批准后生效；如本次股票发行最终需要中国证监会批准，则自审批文件下发

之日起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及前置条款 

本次股票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协议无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条款 

除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外，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不额外

设锁定期。 

6、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协议无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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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本合同任何一方在本合同所作的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

重大误解，或者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均为违约。违约方应依照法律规定

及本合同的约定，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10.2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适当、全面地履行本合同，造

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10.3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认股款，如果发生逾期，则应

承担逾期违约金。如果逾期超过十个工作日，或者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作出的承

诺与保证，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10.4如果非因乙方原因(不可抗力除外)致使乙方认购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无

法按时完成、甲方拒绝乙方投资，或者甲方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作出的承诺与保

证，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增资款的5%的违约金。

该等违约金应于乙方向甲方发出书面解除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如乙方已经支付本次增资的增资款，则甲方应于前述期间一次性返还乙方已付的

全部增资款。”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立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1-1号君泰国际B栋一层3号 

 联系电话：021-20281102 

 传真：021-20281101 

 项目负责人：王召光 

（二）律师事务所：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魏青松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城4号楼19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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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5-83287788 

 传真：025-83287799 

 经办律师：刘撰 吴玉岭 

（三）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负责人：杨剑涛、顾仁荣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4层 

 联系电话：010-88210558 

 传真：010-88091199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云松  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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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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孙晓峻         童琴          胡泽连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刘豫晋              陈蕾                 

公司监事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刘春         袁邦锁               曹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孙晓峻        胡泽连               陈蕾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李伟                  陈滨               童琴   

 

      

           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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