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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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项目   释义 

博锐斯、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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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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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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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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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兴证券、主办券商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功能性复合材料 指 

功能性复合材料是聚氨酯材料和多层纺织

材料、无纺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经粘结复合

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具有阻燃，抗静电，

耐刮擦，抗磨损，耐低温，高强度、耐洗涤、

抗辐射等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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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锐斯”或“公司”） 

证券简称: 博锐斯 

证券代码：833434 

注册地址：中山市民众镇多宝社区居民委员会宝泰路9号A1 

办公地址：中山市民众镇多宝社区居民委员会宝泰路9号A1 

联系电话：0760-88437099 

法定代表人：杨文会 

董事会秘书：钟智华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保持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使资产负债结构更趋

稳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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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审

慎讨论后决定实施本次股票发行，向发行对象定向发行不超过8,600,000股（含）

本公司股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开展

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业务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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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先认购没有特别规定，公司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本次股票

发行方案的优先认购权，并出具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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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拟向外部投资者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贯资本”）、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民凯得”）、焦连

英、许铁辉发行，以上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 39

条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可以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万

元) 

认购

方式 
投资者类型 

本次认购股

份是否限售 

1 
中贯资本管理（珠

海）有限公司 
240 1,483.20 现金 

外部合格投资

者 
否 

2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

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500 3,090.00 现金 
外部合格投资

者 
否 

3 焦连英 89 550.02 现金 
在册股东/董

事 
法定限售 

4 许铁辉 31 191.58 现金 
外部合格投资

者 
否 

 
合计 860 5,314.80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基本信息 

 

(1) 中贯资本 

机构名称  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FC8454 

法定代表人  牛国夫 

成立日期  2018-3-26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46020（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自有

资金进行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

地产投资、项目管理；业务咨询、投资咨询、项目咨询、

企业管理及策划、企业营销策划、财务咨询、商业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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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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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行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中贯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550 100% 

  合计 10000 550 100% 

中贯资本成立于 2018年03月26日，是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为主营业务的

有限责任公司。中贯资本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

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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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也不属于《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所规定的持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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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可

以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该发行对象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该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所有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2)国民凯得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7年12月14日，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2671K ，认缴出资额70000万元，实缴出资额26463

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东国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星国），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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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行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身份类型 

1 广州市有达投资有限公司 35000  有限合伙人 

2 广州凯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有限合伙人 

3 
深圳市国民创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 有限合伙人 

4 广州道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00 有限合伙人 

5 广东昊元新教育有限公司 3000 有限合伙人 

6 叶文肖 1000 有限合伙人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5688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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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国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70000 有限合伙人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 4月 17日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CF040。广东国民凯得科技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广东国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

记，登记编号：P1027945。 

该发行对象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该新增投资者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投资者。该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

所有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 焦连英(在册股东/董事) 

焦连英，女，1947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2007 年作为股东之一投资设立了博锐斯有限，现任公司董事。焦连英已开通新

三板交易账户，为公司在册股东，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 

该发行对象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该发行对象是公司在册股东、董事，该发行对象与公司其他现有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新增投资者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投资者。 

 

(4)许铁辉 

许铁辉，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工业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2015年创立越南杰伟责任有限公司，2017年创立香港聚伟控股

集团。目前许铁辉已经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证券账户。 

该发行对象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该新增投资者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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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投资者。该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

所有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18元。 

公司 2017年度的财务报告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京永审字〔2018〕146071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05元，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7.37%，基本每股收益为 0.33元。 

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股转系统交易制度改革，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协

议转让切换为集合竞价。从 2018年 1月 15日至今公司在二级市场未有交易。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主要参考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成长性、行业平均市净率等因

素，并与投资者进行沟通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8,600,000股（含 8,600,000股），融资额不超过

53,148,000元（含 53,148,000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没有除权、除息的计划，

不需要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等情形。      

（六）股票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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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股票发行对象中除焦连英所认购的股份为法定限售股份，其他股份均无法定限

售安排也无自愿锁定的承诺，除焦连英所认购的股份外其他新增股份经登记后可

以一次性进入股转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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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53,148,000 元（含 53,148,000 元），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开展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目前公司主营业务面

临着较好发展机遇，通过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拓展公司业务，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保障

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额（万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3389.80 

2 偿还银行贷款 725.00 

3 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 1200.00 

合计 5314.80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将根据

实际需要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1 、 补充流动资金 

（1）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流动资金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充足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使企业避

免现金短缺、成本增加的风险。近年来公司发展较快，流动资金需求逐渐增长，

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采购以及维持日常经营活动的现金支出。通过本次发行将缓解

公司现有业务增长带来的资金压力，改善财务结构，保证公司未来稳定持续发展，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试方法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

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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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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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3）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公告编号： 2018-27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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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为基期，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 2018 年度、2019 年度公司营运

资金需求。在公司原有产品销售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以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营

业收入 158,831,864.43 元为依据，公司谨慎选择以 29.82%(2014-2017 年营业

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的增长率来预测 2018 年、2019 年的营业收入的增长。公

司基于 2018 年、2019 年的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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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7 年度为基期，预测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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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此仅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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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考虑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项目  2017 年度/2017年末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2018年度/2018年

末（预测）  

2019年度/2019年

末（预测） 

营业收入 158,831,864.43 100.00% 206,195,526.40 267,683,032.38 

货币资金 7,332,925.72 4.62% 9,519,604.17 12,358,350.13 

应收票据 1,716,086.30 1.08% 2,227,823.23 2,892,160.12 

应收账款 40,174,168.22 25.29% 52,154,105.18 67,706,459.35 

预付款项 1,667,936.47 1.05% 2,165,315.13 2,811,012.10 

存货 19,871,928.59 12.51% 25,797,737.70 33,490,623.08 

其他应收款 2,302,513.22 1.45% 2,989,122.66 3,880,479.04 

其他流动资产 2,502,347.76 1.58% 3,248,547.86 4,217,264.83 

经营性流动资产

① 
75,567,906.28 47.58% 98,102,255.93 127,356,348.65 

应付票据 - 0.00% - - 

应付账款 15,462,713.48 9.74% 20,073,694.64 26,059,670.38 

预收款项 2,256,690.31 1.42% 2,929,635.36 3,803,252.62 

应付职工薪酬 2,247,314.08 1.41% 2,917,463.14 3,787,450.65 

应交税费 1,478,796.83 0.93% 1,919,774.04 2,492,250.66 

其他应付款 759,062.40 0.48% 985,414.81 1,279,265.50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② 
22,204,577.10 13.98% 28,825,981.99 37,421,889.82 

流动资金需求

（①-②） 
53,363,329.18   69,276,273.94 89,934,458.83 

2018年至 2019

年新增流动资金

需求 

 2019 年流动资金需求-2017 年流动资金需求= 36,571,129.65元  

注：表中 2017 年财务数据来自 2017 年度审计报告；2018 年至 2019 年数据为模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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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营运资金使用，不构成本公司所做出的业绩承诺。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19 年流

动资金需求-2017 年流动资金需求）约为 36,571,129.65 元。本次募集资金中

不超过 33,898,000 元（含 33,898,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如有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以满足公司发展需求。因此，本次募集资金金额与公司现有经

营规模相匹配，募集资金规模合理 

2 、 偿还银行贷款 

（1）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分析 

为解决公司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弥补资金

缺口，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的公告日，公司临近到期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725 万

元。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将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改善资产结构，提升经营效益，使公司保持健康的发展状态。因此公

司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是合理和必要的。 

其中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归还如下的银行贷款如下: 

债权人 
 利率

（%）  
借款期限  到期时间  

借款余额

( 万元) 
合同类型 用途 

是否约定可

提前还款 

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6.7 6个月 
2018年 10月

22日 
525 

短期流动贷

款 

补充流

动资金

（支付

业务款） 

是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行中

山分行 

6.53 一年 
2018年 12月

11日 
200 

短期流动贷

款 

补充流

动资金

（支付

业务款） 

是 

合计： 725       

 

上述借款均用于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不存在用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

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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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中的不允许使用的用途。 

3 、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 

功能性复合材料是聚氨酯材料和多层纺织材料、无纺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经

粘结贴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功能复合面料(经过复合的面料具有防水透湿、

https://baike.so.com/doc/7534623-7808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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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辐射、耐洗涤、抗磨损等特殊功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主要用途有:气胀式

救生衣、救生筏、汽车仪表板、汽车保护衣、充气船、充气帐篷、军用充气自膨

胀床垫、按摩气囊、医疗防褥疮床垫和专业的防水背包。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投

产后，将会大幅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公司远期战

略规划的实现。 

公司已经完成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项目立项。根据预算，功

能性复合材料项目总投资计划 3000 万元。其中：车间改造及项目运营流动资金

投入 1800 万元；设备投资 1100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挤出复合设备、 印刷涂敷

机、涂敷干燥设备等；引进销售和技术人员投入 100万元。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00 万元用于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具体使

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估算金额(万元) 

1 购买设备 1100 

2 车间改造 100 

合计 1200 

4、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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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要求，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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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

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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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八）公司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尚未进行过股票发行，不存在使用前次募集资金的情况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关于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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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议案》、《关于与发行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

拟与主办券商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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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等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授权。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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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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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但如出现其他情况导致重大变化，公

司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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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有利于新项目顺利实施、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对股东权益也有积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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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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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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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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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焦连英/许铁辉 

乙方：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8 年 5月 10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股票认购合同中，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甲方发行股票。乙方应在

甲方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将认购资金存入甲方股票发行指定验资账

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并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定向发行及股

份认购合同时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外，本合同不存在其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

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未设置自愿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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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估值调整条款 

无。 

7、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或违反本合同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承诺或保

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除本

合同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或者

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

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的和可预计的损失。 

8、其他条款 

本合同的解除或终止 

（1）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可履行，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的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致使对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有 

权解除本合同； 

（3）本合同的解除，不影响一方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 

（4）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合同。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项目负责人：覃新林 

联系电话：010-66555196 

传    真：010-66555103 

（二）律师事务所：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中道星月居东方商贸大厦203办公室 

单位负责人：芦道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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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 王爱军、方海江 

联系电话： 0760-88855110 

传    真： 0760-88836110 

（三）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2栋13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江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小龙、石志勇 

联系电话：010-65950411 

传    真：010-6595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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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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