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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通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之更正公告 

 

南通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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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以下简称“发行方案公告”）。经事后审核发现，公司披露的发行方

案公告中“二、发行计划”之“（七）募集资金用途”之“1、前次股

票发行”以及“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之“1）本次募集资金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段落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2）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投入资金金额 

截至2017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东支行 

5482 6942 9964 
20,700,000.00 7,309,381.62 

合计 20,700,000.00 7,309,381.62 

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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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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20,700,000.00 

减：发行费用 0.00 

募集资金净额 20,700,000.00 

减：截至 2017 年 11月 30 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3,390,618.38 

其中：新产品研发 5,257,508.22 

产品市场营销费用 401,900.00 

公司扩充产能费用 7,731,210.16 

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7,309,381.62 

（3）对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前次股票发行所募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市场推广、扩

充公司产能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帮助公司加速了新产品迭代，并

在国际展会上得以展出，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成绩。另一

方面，公司投建新厂房以提高产能，应对销售规模的不断增加。

截至2017年11月30日，已投入7,731,210.16元，厂房建设已有雏

形。募集资金到位以来，截至2017年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720,448.82元，同比增长84.18%，达到了2016年度营业收入

的81.75%；实现净利润10,522,414.83元，同比增长131.39%，达

到了2016年度净利润的109.36%。此次募资帮助公司抓住市场机

遇，大大提升了公司盈利水平和市场地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降低了公司的

财务风险，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实现公司快速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2）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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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公司新产品开发的研发费用 

公司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公司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

市场，公司必须不断的迭代新产品，来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使得

市场对其产品和品牌有更多的认可，保持公司目前持续增长的势头。

因此，使用募集资金中 1,330万元用于公司产品研发支出具有必要性。 

2）增加市场营销费用 

根据公司的营销战略，公司每年参加广交会、德国汉诺威国际电

子信息及通讯技术博览会、拉斯维加斯电子展、荷兰视听及系统集成

展等一系列国内外展会，以提高公司产品和品牌的知名度。公司需持

续投入资金进行国内外市场营销，此外还将积极建设电子商务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因此，使用募集资金中 338.00 万元用于公司产品市

场营销支出具有必要性。 

3）公司扩充产能 

公司近年销售规模持续扩大，现有产能已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

瓶颈，因此公司计划扩建厂区基础设施，采购新的生产设备、产品检

测设备。从而能提高公司的生产水平，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满足日

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稳固市场份额。同时提升企业形象，并提高国际

客户的认可度和合作信心。 

公司自建厂房土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办妥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各部

门的相关审批手续。并与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

合同，工程作价 1,968万元，另外还需采购钢筋水泥等相关建筑材料，

以及生产用的机器设备，因此需约 2,8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厂房建设。

该厂房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没有出租出售计划；不属于

住宅类房产、也不属于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或者进行房地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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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因此将募集资金中的 2,800.00 万元用于公司扩充产能支出具有

必要性。 

4）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人员规模的持续扩大，管理难度大幅提高，

因此需要引入更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工具帮助提高公司管理效率，从而

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公司计划购买 ERP软件来帮助企业实现信息化

管理，使得管理层对公司的运营状态的把握更加准确直观。因此，使

用募集资金中的 80.03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具有必要

性。 

5）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的说明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余 7,309,381.62

未使用，其中市场营销费用结余 249.81 万元，公司扩充产能费用结

余 481.13万元。 

对于市场营销费用，公司 2016年度及 2017年上半年度销售规模

增长迅速，公司处于巩固市场地位的考虑，进一步加大了参照力度，

且根据公司主要的销售区域，公司增加了国际展会的参展数量，主要

增加的区域在德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地，另有其他区域尚在

洽谈之中，因此目前结余资金已可预见的不能满足参展的资金需要，

故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市场推广、展会展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扩充产能计划有较为明确的资金计划，至今年年底将支付一

部分款项，因此结余资金已不足以继续明年的建造计划，明年所需资

金根据设计规划也比较明确，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厂房设施建

设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公司尽管还结余前次募集资金，但本次募集资金仍具

有必要性、合理性，不存在超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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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正为： 

（2）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投入资金金额 

截至2018年1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启东支行 
5482 6942 9964 20,700,000.00 1,300,218.42 

合计 20,700,000.00 1,300,218.42 

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20,700,000.00 

减：发行费用 30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20,400,000.00 

减：截至 2018 年 1 月 31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9,155,341.09 

其中：新产品研发 5,617,144.26 

产品市场营销费用 922,413.36 

公司扩充产能费用 12,525,783.47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 

加：利息收入 56,782.51 

减：银行手续费 1,223.00 

截至 2018年 1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300,218.42 

（3）对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前次股票发行所募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市场推广、扩

充公司产能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帮助公司加速了新产品迭代，并

在国际展会上得以展出，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成绩。另一

方面，公司投建新厂房以提高产能，应对销售规模的不断增加。

截至2018年1月31日，已投入12,525,783.47元，厂房建设已有雏

形。募集资金到位以来，截至2017年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720,448.82元，同比增长84.18%，达到了2016年度营业收入

的81.75%；实现净利润10,522,414.83元，同比增长131.39%，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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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6年度净利润的109.36%。此次募资帮助公司抓住市场机

遇，大大提升了公司盈利水平和市场地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降低了公司的

财务风险，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实现公司快速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1）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①补充公司新产品开发的研发费用 

公司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公司面对一个竞争激

烈的市场，公司必须不断的迭代新产品，来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

势，使得市场对其产品和品牌有更多的认可，保持公司目前持续

增长的势头。根据研发计划项目总预算为2,144万，目前尚存在

资金缺口，因此，使用募集资金中1,330万元用于公司产品研发

支出具有必要性。 

②增加市场营销费用 

根据公司的营销战略，公司每年参加广交会、德国汉诺威国

际电子信息及通讯技术博览会、拉斯维加斯电子展、荷兰视听及

系统集成展等一系列国内外展会，以提高公司产品和品牌的知名

度。公司需持续投入资金进行国内外市场营销，此外还将积极建

设电子商务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根据公司2018年度的参展计划，

预算约为435万，前次募集资金中结余资金以不足以支持公司进

行营销推广，因此，使用募集资金中338.00万元用于公司产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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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营销支出具有必要性。 

③公司扩充产能 

公司近年销售规模持续扩大，现有产能已成为公司进一步发

展的瓶颈，因此公司计划扩建厂区基础设施，采购新的生产设备、

产品检测设备。从而能提高公司的生产水平，提升产品质量，进

一步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稳固市场份额。同时提升企业形

象，并提高国际客户的认可度和合作信心。 

公司自建厂房土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办妥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

保护等各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并与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作价1,968万元（不含材料费），根

据公司水泥采购合同，每吨水泥作价297元，预计将使用水泥

17,000吨，合计504.9万元，根据公司钢筋采购框架协议，每吨

钢筋作价380元，预计使用钢筋12,000吨，合计456万元，根据公

司管桩加工定作合同，PHC管桩共需51万元，厂区图纸设计、弱

电工程、砖块石灰等辅助建材、合计约300万元，上述主要材料

费及工程费用共计3,279.9万元。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有1,254

万元用于公司厂房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2,300万元用于新

建厂房，合计3,554万元，与前述预计投入3,279.9万元差额274.1

万元，主要为预留的工程决算价格与合同价格价格之间的波动，

如有不足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如有多余公司管理层将讨论结

余资金的用途，并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审议进行用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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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厂房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没有出租出售计划；不

属于住宅类房产、也不属于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或者进行

房地产投资。因此将募集资金中的2,800.00万元用于公司扩充产

能支出具有必要性。 

④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人员规模的持续扩大，管理难度大幅提

高，因此需要引入更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工具帮助提高公司管理效

率，从而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公司计划购买ERP软件来帮助企

业实现信息化管理，使得管理层对公司的运营状态的把握更加准

确直观。因此，使用募集资金中的80.03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管

理系统建设具有必要性。 

⑤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发行前有购买大额理财、

最近一期财报有大额货币资金的说明 

截至2018年1月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余1,300,218.42

元未使用，其中市场营销费用结余737,586.64元，公司扩充产能

费用结余14,216.53元，研发费用结余282,855.74元，补充流动

资金结余210,000.00元(支付的发行费用归类为补充流动资金)。 

对于市场营销费用，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上半年度销售规

模增长迅速，公司处于巩固市场地位的考虑，进一步加大了参照

力度，且根据公司主要的销售区域，公司增加了国际展会的参展

数量，主要增加的区域在德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地，另

有其他区域尚在洽谈之中，目前前次募集资金中市场营销费用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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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737,586.64元，根据公司2018年度的参展计划，预算约为435

万元，结余资金以不足以支持公司进行营销推广。因此本次募集

资金中338.00万元用于市场推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扩充产能计划有较为明确的资金计划，前文已详细阐述。

尽管公司前次募集资金还有少量结余，但本次募集资金仍具有必

要性、合理性。 

根据公司 2016 年年报，公司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91,813.00 元，为公司持股比例低于 20%的对外投资，不属于

理财产品且投资时点早于公司前次股票发行。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12,935.00元，为公募基金及理财产品，但金额较小不属于大

额理财。根据公司 2017 年半年报，公司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20,987.60 元，2017 年 1-6 月间无新增或减少投资，账面价

值的减少是计提跌价准备所致。公司持有 2,579,902.40 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为公募基金及理财产品。投资资金为公司经营所得，

并非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符合《发行问答三》的要求。上述

金融资产已于 2017 年 12月全部处置，属于公司短期闲置资金管

理措施。上述购买理财行为经过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投资过程合法合规。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共计 1,000万元。本次投

资资金为公司经营所得的自有资金，公司持有的自有资金主要将

投入再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并且一季度受春节的影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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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销售的低谷，因此公司决定购买短期理财以提高资金的利

用率。 

因此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短周期的理财产品，投资

资金皆为公司经营所得，不涉及募集资金，符合《问答三》的要

求，不影响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截至2017年半年报持有货币资金5,771.23万元，公司近

年销售规模快速增大，2016年销售额较上年增长68.13%，2017

年半年报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84.18%。同时正在新建厂房，扩

充产能，并招募新员工支持生产。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将主要投

入再生产，包括原材料采购、支付员工薪酬及其他公司运营所需

的费用。根据访谈公司管理层，公司生产主要原材料铝合金在

2017年度采购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公司储备一定的现金也是

为了预防2018年度出现类似的情况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具有专项用途，不作为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

将投入日常生产运营，不影响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公司尽管还结余前次募集资金，但本次募集资金

仍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不存在超募的情形。 

⑥关于前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计划使用360万元用于公司新产品研发，

于2017年9月20日因购买研发设备导致超过限额，截至2018年1

月31日，公司研发费用共使用了5,617,144.26元，超过计划

2,017,144.26元。公司于2018年01月24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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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

案》，并于2018年2月9日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该议案。通过本次用途变更，不规范使用资金的情况已得到

修正，已符合《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要求。 

主办券商也将在2017年度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详细披露上述事项。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本次用途变更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不规范使用的情况已得到修正，信息披露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

符合《发行问答三》的要求。 

 

 

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通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3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