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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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行方案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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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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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公司、年轮映画、

发行人
指 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

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

他关系

新时代证券、主办券商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共青城德合 指 共青城德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夏冀财 指
京津冀华夏冀财大厂影视产业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

杭州君溢 指 杭州君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年轮映画

证券代码：871813

法定代表人：朱俊澎

董事会秘书：王如东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贸城西路 157号 1A1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方家村甲一号 C立方青年文创园 B07

邮 编：100022

公司电话：0574-88123506

公司传真：0574-88123506

公司网址：www.nlyh.net

电子邮箱：wrd@nlyh.net

二、本次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推动公司影视业务的飞速发展，抓住文化市场的良好发展机遇，更好地满

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公司拟实施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拟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更好地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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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5月 7日的全部在册股东已签署《股东放弃股票优先认购权说

明》，承诺放弃年轮映画本次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且不会在审议本次发行涉

及的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含当日）转让本人持有的年轮映画股票。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已确定的发行对象及拟认购方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 发行对象类型
拟认购数量

（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京津冀华夏冀财大厂影视

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资者 1,713,796 20,000,000 现金

2
杭州君溢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资者 856,898 10,000,000 现金

3
共青城德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在册股东 856,898 10,000,000 现金

合计 -- 3,427,592 40,000,000

（拟认购股数与发行价格的乘积与拟认购金额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3、上述发行认购人基本情况、与公司及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①京津冀华夏冀财大厂影视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年 12

月 21日，统一信用代码：91131028MA082XQ78N，法定代表人：林成红，企业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蒋谭南路 200号，经

营范围：文化影视产业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等业务。

华夏冀财为私募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备案时间：2017年 5月 16日，备案编号：ST4561，其基金管理人为华夏幸福（北

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32362。该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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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定向发行对象的条件。

华夏冀财与公司、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②杭州君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年 5月 15日，统

一信用代码：913301063417813436，法定代表人：张威，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

业。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五路 16号 2幢 336室，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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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君溢为私募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备案时间：2015年 12月 11日，备案编号：S84872，其基金管理人为浙商万嘉

（北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02799。该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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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定向发行对象的条件。

杭州君溢与公司、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③共青城德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年轮映画在册股东，成立于

2014年 9月 2日，统一信用代码：91360405314684396H，法定代表人：新疆弘

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琦)，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住所：江西省

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 405-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商务

信息咨询。

共青城德合为年轮映画在册股东，除上述持股关系外，共青城德合与公司、

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67元，发行对象需以现金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份。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1.68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

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及成长性、市盈率、市净率

等多方面因素后最终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额，且本次股票发行不

适用股份支付的情形。

（四）发行股份数量或者数量上限，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427,592股（含 3,427,592股），预计募集资金

不超过 4,000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金额为准）。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03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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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以及

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

不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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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造成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无限售安排，无自愿锁定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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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增强市场开拓力度，促进公司主营业

务更好地发展。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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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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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业

务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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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用于参股或控股其他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不会以拆借等任何形式将募集资金提供给具有金融属性的关联方使用。

1、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动文化消费的提升，国

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我国电影投资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创作量和

投资额双双增长。在此背景下，影视剧及其衍生行业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文化产

业最具发展潜力的子行业。

近年来，有大量资本涌入影视生产行业，影片的发行金额也逐级上升，影片

投资总规模持续扩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完片成本提高。随着电

影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市场上完片电影成本不断提高，如获得优质 IP 资

源的成本提高、影视剧制作费用增加、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费用提高等，进而

使得一部电影从投资拍摄到完成影片制作成本支出不断扩大。第二、由于影片宣



行规模对资金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公司通过“项目储备+资本储备”的模式

来提高公司的发行数量。

因此，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公司将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降低运

营风险，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积极影响，同时进一步增强综合竞争力和提高可持

续经营能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2、测算过程

流动资金测算以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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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行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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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预付款项+存

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职工薪

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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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确定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测期资金需求=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测算过程如下：

假设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

以公司经审计的 2016年度财务数据作为基期数据进行测算，采用销售百分比法

测算 2018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 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11,186,124.19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为

19,092,712.38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70.68%，根据公司 2017年度的审

计数据，公司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587,729.03 元，较 2016年度营业收入

增长约 129.91%，两个会计年度内，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100.27%。目前公司



业务正处在稳步发展阶段，为巩固原有经营成果和拓展销售渠道，公司在人才、

销售等方面投入力度会逐步增加，而且为了增加竞争优势、加快业务拓展。结合

未来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增长，公司营业收入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出于谨慎性考

虑，并结合公司现已签订的电视剧发行合同及公司两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平均增

长率，预计 2018年营业收入为 8,00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 16,000万元，流

动资金需求具体测算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审计数

2017年度各项目

占收入比重

2018年度/2018年 12
月 31日预测数

2019年度/2019年 12
月 31日预测数

营业收入 43,887,310.87 100.00% 80,000,000.00 160,000,000.00

货币资金 3,600,337.98 8.20% 6,562,877.35 13,125,754.70

应收票据 0.00 0.00% 0.00 0.00

应收账款 41,918,982.12 95.52% 76,412,031.25 152,824,062.50

其他应收款 62,214.73 0.14% 113,408.14 226,816.28

预付账款 6,710,241.71 15.29% 12,231,766.45 24,463,532.91

存货 43,784,861.88 99.77% 79,813,250.82 159,626,501.65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96,076,638.42 218.92% 175,133,334.01 350,266,668.03

应付账款 13,749,205.51 31.33% 25,062,744.08 50,125,488.16

其他应付款 20,961,168.37 47.76% 38,209,073.11 76,418,146.22

预收账款 35,163,470.69 80.12% 64,097,744.87 128,195,489.74

应交税金 64,883.80 0.15% 118,273.46 236,546.92

应付职工薪酬 244,533.24 0.56% 445,747.50 891,495.00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70,183,261.61 159.92% 127,933,583.02 255,867,166.04

流动资金占用额 25,893,376.81 59.00% 47,199,750.99 94,399,501.99

流动资金缺口 21,306,374.18 47,199,750.99

（特别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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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

依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预测 2018年流动资金缺口为 2,130.64万元，2019年流

动资金缺口为 4,719.98万元，未来两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大约 6,850.62万元。本

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是合理可行的。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九）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设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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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经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现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已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未来将严格依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

使用本次募集的资金。

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其作为认购账户；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

验资前，公司将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与发

行材料一起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报备。

（十）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十一）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以下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1、审议《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2、审议《关于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

5、审议《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6、审议《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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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属于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公司将在本次

股票发行完成后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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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等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关联关系、和同业

竞争等情况不产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

本次发行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将降低，但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

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司实力，增强其他股东未来权益。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无相关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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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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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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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



签订时间：2018年 5 月 2 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支付方式：乙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在甲方公

告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

验资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在本

协议签订之日起 1月内，甲方应召开旨在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本协议在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之日起正式生

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5、自愿限售安排：

投资者所认购股份无限售安排，无自愿锁定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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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估值调整条款：

无

7、违约责任条款：

如任何一方不履行、不完整履行或者履行本协议不符合约定之内容，或各方

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则视为该方违约，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

除外。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

履行，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均有违约的，则

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六、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机构名称：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顺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号院 1号楼 1501



项目经办人：商克猛

联系电话：010-83561000

传真：010-83561001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吴明德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楼

经办律师：何慧明、金荛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01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任刚、汤孟强

联系电话：010-5835009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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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朱俊澎 王立军 丁亮 宫美惠

李国秋 王如东 张燕

全体监事签名：

吴科佳 王颜 赵永志 王月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朱俊澎 王如东 王兆炳 张杨

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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