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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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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 

辉腾科技 
指 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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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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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 指 
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合格

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5,000,000 股 

主办券商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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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辉腾科技 

证券代码：872505 

法定代表人：张胜才 

董事会秘书：陈彬 

 

注册地址：富顺县富世镇（晨光科技园区） 

办公地址：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晨光科技园区） 

公司网址：http://china-aramid.com/  

联系电话：0813-7296230 

传真：0813-7296088 

电子邮箱：c1198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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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研发投入、购建固定资产，支持公

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并为未来可能的发展机会储备资金，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为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发行价格为不超过每股人民币 6.00 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5,000,000 股

（含 15,00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0 元（含

90,000,000 元）。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

及自然人，且应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新增股东合计

不超过 35 名。 

如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则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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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

行登记备案程序。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自身申请参与认购但未完成登记备案

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需出具完成登记或备案的承诺函，并明确具体（拟）

登记或备案申请的日期；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申请参与认

购但未完成登记备案的，其管理人应已完成登记备案并出具参与认购的私募投

资基金完成登记或备案的承诺函，明确具体（拟）登记或备案申请的日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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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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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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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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对公司发行股份时在册股东是否有优先认股权没有做出限制

性规定，因此，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现有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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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做出限制性规定。审议本次股票发

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参与优先认购的在册股东应于审议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并披

露相关决议后 2 日内与公司沟通相关事项，并在相关参与优先认购的事项确认

后与公司签署认购协议，并在《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中指定日期前将认购资金

存入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为放弃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不超过人民币 6.00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属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

每股收益等多种因素确定。根据信用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 XYZH/2018CDA10134 号《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每

股净资产为 0.70 元，本次股票发行不会构成股份支付。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5,000,000 股（含 15,000,000 股），预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0 元（含 90,000,000 元）。 

（五）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他事项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票发行完成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

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事宜，不存在因此而对公司股

价产生影响的情形。 

（六）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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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

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 

本次发行股票公司暂未做自愿限售安排，具体将根据发行所签署的认购协

议情况为准。 

（七）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研发投入及购建固定资

产，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并为未来可能的发展机会储备资金，进而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额（万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3,800 

2 研发投入 800 

3 购建固定资产 4,400 

合   计 9,000 

本次股票发行如出现募集资金不足的情况，公司将按补充流动资金、研发

投入、购建固定资产的次序进行投资。 

2、募集资金必要性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扩增公司股本、缓解公司资金周转压力、

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3、资金需求测算方法及过程 

（1）补充流动资金 

① 收入预测 

公司经过多年的推广应用，储备积累了 10 余家客户，根据近期客户订单的

释放情况和对未来市场的研判，预计 2018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将达到

77,500,000.00 元。 

②关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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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未来营业收入增长预测情况，公司基于销售收入预测数据和销售百分

比法（各会计科目占营业收入比例保持不变），预测未来公司新增流动资金占

用额（即营运资金需求）。由于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的营运资金，故仅对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动

负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不考虑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其

他应付款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预测说明： 

假设各项经营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以 

2017年度为基期，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2018 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程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8 预计 

营业收入 15,586,857.13 
 

77,500,000.00 

应收账款 4,761,678.95 30.55% 23,675,723.43 

预付款项 104,539.21  0.67% 519,783.35 

其他应收款 8,937.60 0.06% 44,438.98 

存货 17,985,418.34 115.39% 89,425,976.62 

经营性流动资产 22,860,574.10 146.67% 113,665,922.38 

应付账款 2,861,641.57 18.36% 14,228,475.94 

预收账款 0.00 0.00% 0.00 

应交税费 21,843.66 0.14% 108,609.69 

应付职工薪酬 1,472,823.75 9.45% 7,323,082.50 

其他应付款 8,934,008.96 57.32% 44,421,122.78 

经营性流动负债 13,290,317.94 85.27% 66,081,290.91 

流动资金占用额 9,570,256.16 
 

47,584,631.48 

当年度流动资金缺口 38,014,375.32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2018 年共需新增流动资金 38,014,375.3 元，本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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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超过 3,800 万元（含本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差额部分由公司自筹，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求量，符合有关规定。 

上述营业收入预测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依据

上述预计营业收入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依据上述营业收入预测进行投资决策

而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等责任。 

（2）研发投入 

研发共需投入 8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 

项目 设备 研发人员工资 原材料 

芳纶 III 复合材料研发 研发设备购置 260 万元 55.00 150.00 

芳纶 1313 沉析纤维研发 研发设备购置 170 万元 45.00 120.00 

合计 800.00 

（3）购建固定资产—生产线技术改造 

生产线技术改造共需资金 44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设备/厂房 单价 数量 金额（万元） 

生产线技术改造 

新增纺丝设备 纺丝设备 320.00/台 6 1,920.00 

精馏回收系统 精馏设备 1520.00/套 1 1,520.00 

公用工程 锅炉、动力等 460.00/套 1 460.00 

工业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设备 180.00/套 1 180.00 

配套厂房改造 车间改造 0.16 /平米 2,000 320.00 

合计 4,400.00 

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至今尚未发生募集资金事项。 

5、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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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明确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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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尚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在自贡市商业银行富顺富洲大道支行开设公司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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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账户，账号为：804012000000048851。并将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

前，与自贡银行富顺富洲大道支行及主办券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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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披露公司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

告时一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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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相关事项 

1、《关于<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 

2、《关于<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3、《关于修订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1、截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21 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

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符合《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之

规定。因此，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

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本公司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本次股票发行

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向工商部门和商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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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分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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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等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对其他股东权益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使公司商业模式

更趋稳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竞争力，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带

来积极影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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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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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不存在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

谴责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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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定向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联系电话：029-87406130 

传真：029-87406134 

项目负责人：郭丽春 

项目经办人：漆曦霖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明德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 层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经办人员：郇海亮、张楠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授权合伙人：叶韶勋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经办人员：罗东先、徐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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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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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张胜才_________    龙镜旭__________    韩和平__________ 

刘广永_________    林  慧_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名： 

 

彭  华_________     王正丹_________     赵友平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韩和平_________    张胜培_________     杨开丛_________ 

张  鸥_________    陈  彬_________      

 

 

四川辉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