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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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文中作如下释义： 

宏伟超达、公司、本公司、

发行人 
指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 指 认购公司股票的发行对象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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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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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发行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主办券商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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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文中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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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宏伟超达 

证券代码：871346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恒业八街 6号院 8栋 802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恒业八街 6号院 8栋 802 

联系电话：010-57057190/1/2/3 

法定代表人：石伟胜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夏杜娟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热量表、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加大公司

在主营业务领域的市场开拓力度，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

持续发展，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行业地位及市场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发行细则》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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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现行《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

东的优先认购做出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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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以现金方式认购。根据上述规定，公司现有股东享有对本次发

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如下：欲行使优

先认购权的现有股东最迟于审议本股票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2018 年 5

月 9日）前 2个工作日内以电话、传真等方式主动联系公司并书面向公司提出优

先认购要求，若公司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收到在册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书面要

求，视为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公司现有股东；以及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和其他经济组织。董

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认购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符合资格的发行对象。最终发行

对象中非现有股东的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名（含 35名）。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11.90】元/股。 

根据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2,392,718.54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9,886,235.33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57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27元。公

司股票自 2017年 4月 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挂票以来，根据 Choice数据库统计，

截至 2018年 4月 13日，总计 79个交易日有成交记录，总成交量为 12,985,000

股，总成交金额为 68,731,080.00 元，按有成交的交易日计算，日均成交量

164,367.09股，日均交易额 870,013.67元，平均成交价格为 5.29元。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较 2016 年度有大幅提升，投资者对公司业绩前景看好，故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高于公司自挂牌以来有交易记录的平均股价，高于公司 2017 年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及未来的成长性、行业平均市盈率、市净率等多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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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股票为不超过 1,000 万股（含 1,000 万股），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11.9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000,000 元（含

119,000,000 元），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

股份。 

具体认购数量待公司与本次新增认购人协商后，结合本次发行的需求，最终

确定发行股份数量计募集资金总额。 

（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

况，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故对公司股价无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票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公司

将根据实际认购结果，依据《公司法》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及时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办理限售登记（如有），其余新增股份除

依据股份认购协议进行自愿锁定外，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公开转让。 

（七）募集资金的用途 

1、历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前未进行过股票发行。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随着公司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规模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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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拟借此契机加大业务拓展，资金需求亦势必日益增大，本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900 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加强产品研发，扩大市场及经营规模，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同时优化公司财务

结构，夯实公司资本实力，降低短期偿债风险，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利水平，

并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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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不会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不会借予他 

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会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 

务的公司，不会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通过 

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3、募集资金用途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因公司经营行业的特殊性，资金使用周期较长，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 2017 年度销售收入较 2016 年增加 63.50%，预计 2018 年、

2019年收入仍将维持较高增速，为配合 2018、2019年业务的高速增长，需要补

充流动资金，虽然利用自身经营积累可以满足一部分的流动资金需求，但业务规

模的快速扩张仍形成了较大的营运资金缺口。 

本次公司拟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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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4、所需募集资金的测算 

（1）营业收入的预测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智

能水务。国家政策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阶梯收费和互联网技术都在推

动水表、气表和热表转型升级为智能化和互联网化产品。公司产品智能仪器仪表

属国家政策支持领域，市场成长空间很大。 

国务院印发的《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夯实计
6 

 



公告编号：2018-019 
 

量基础，全面提升计量整体能力和水平。根据该规划，国家将促进节能减排，开

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服务活动，促进用能单位节能降耗增效，这给

行业发展带来空前机遇，公司拥有领先于同类型企业的德国标准称、英国罗托克

控制器装置自动化系统检测设备，校准服务收入逐年较快增长。 

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39,153,565.26 元，2017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 64,015,990.64 元，2017年营业收入较 2016年度增加 63.50%，凭借在

智能仪表、仪表检测、城市供热等域的经验和优势，公司预测未来收入将大幅增

加。公司预计 2018 年收入增长率约为 60%，2019 年收入增长率约为 60%。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销售收入 64,015,990.64 102,425,585.02 163,880,936.04 

（2）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超过 11,900 万元人民币。 

具体测算如下：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具体来 

说，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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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预收账款+应交税费  

B、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C、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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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确定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具体测算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2017-12-31 

各指标占

收入的比

例 

2018 年

/2018-12-31 

2019年/ 

2019-12-31 

营业收入 64,015,990.64 100.00% 102,425,585.02 163,880,936.04 

应收账款 76,930,910.23 120.17% 123,089,456.37 196,943,130.19 

应收票据 5,200,000.00 8.12% 8,320,000.00 13,312,000.00 

预付账款 21,224,222.72 33.15% 33,958,756.35 54,334,010.16 

存货 14,519,779.04 22.68% 23,231,646.46 37,170,634.34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17,874,911.99 184.13% 188,599,859.18 301,759,774.69 

应付账款 17,866,690.92 27.91% 28,586,705.47 45,738,728.76 

预收账款 754,384.58 1.18% 1,207,015.33 1,931,224.52 

应付职工薪酬 654,505.92 1.02% 1,047,209.47 1,675,535.16 

应交税费 4,377,245.20 6.84% 7,003,592.32 11,205,748.71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23,652,826.62 36.95% 37,844,522.59 60,551,236.15 

流动资金占用（经营性

流 动资产-经营性流

动负债） 

94,222,085.37  150,755,336.59 241,208,538.55 

流动资金缺口小计 -- -- 56,533,251.22 90,453,201.96 

流动资金缺口合计 146,986,453.18 

（说明：本方案中公司对营业收入、相关财务比率的预测分析并不构成公司

业绩承诺。） 

从近一年资金需求看，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8 年末营运资金-2017 年

末营运资金，经测算 2018年度公司新增的资金需求测算 5,653.32 万元。 

从公司未来两年的资金需求看，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9年末营运资金

-2017 年末营运资金。经测算，未来两年公司所需新增营运资金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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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8.65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不超过 11,900 万元（具体金

额依据最终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确定）, 未超过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额。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和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5、《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6、《关于公司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主办券商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7、《关于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要向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人。因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属于《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完成

后，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除此之外不涉及其

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三、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本次股票发行无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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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本次定增是否导致控股股东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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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伟胜持有公司 83.62%股份。因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若本次发行 1000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的上限），

则发行完成后，石伟胜持有公司 74.61%的股份，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但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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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二）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公司最近

一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

债的增加，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新增股份，不存在发行对象以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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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整体财务实力

得到增强，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不会损害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此存在不能获得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的风险。除上述风险外，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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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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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均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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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均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参与机构 

（一）主办券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腾飞大道 1号 4楼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项目负责人：刘松平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王增玉 

联系电话：010-83991888 

传真：010-88086637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12层  

单位负责人：王丽 

经办律师：冯越佳 、齐欣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真： 010-52682999 

（三）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增刚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晶晶，王悦梅 

联系电话：010-6708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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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708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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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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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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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签字页） 

全体董事签名： 

 

 

石伟胜                  钟黄慷                 毛雅婧 

 

 

吴童仁                    谢毅 

 

全体监事签名： 

 

 

薄利明                  何浩玺                 杨婧怡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石伟胜                  宋志民                    夏杜娟 

 

                

喻冬林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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