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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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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股票发行方案，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含义： 

挂牌公司、本公司、广

尔纳 
指 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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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章程 指 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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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广尔纳  

证券代码：835361 

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峨溪路 15 号三山区科技创业中心 7 号楼

2 层、3 层 

办公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新峰路 431 号 

联系电话：0512-65168306 

法定代表人：毛尚辉 

董事会秘书：杨晓群 

所属行业：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离型纸、离型膜、胶带、不干胶标签；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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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

“C2929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

公司所属行业为“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

的《挂牌企业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C2929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主营业务：胶粘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更好地满

足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实现公司快速发展，公司本次定向募集资金全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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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范围为：  

（1）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  

（2）非公司在册股东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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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包括但不限于机构投资者、自然

人投资者、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司等。  

本次发行对象应当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且在进行认

购时不得存在失信联合惩戒的情形，新增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 35 人。  

认购人向公司申报认购数量，由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 

认购人认购数量及公司未来发展等因素确定发行对象及向其发行的股数，并在本 

次股票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最终确定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最终确定的发 

行对象应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进行认购。 

2、现有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现

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故本次发行股票，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00 元/股，系参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未

来市场发展潜力以及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价格等因素并

与发行对象协商后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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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500,000股（含2,500,000股），认购金额人民币不

超过12,500,000.00元（含12,500,000.00元）。 

（五）公司除息除权、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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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的股票将按照《公司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试行）》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

限售。其他发行对象如自愿锁定认购股份，公司后续与投资者签署认购协议时，

将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认购股份自愿锁定期限，或投资人出具自愿锁定的承诺或声 

明。除此之外，对新增无限售安排的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进行转让。 

（七）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7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关于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5360 号），公司发行新增股份 

1,8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2.50 元/股，募集资金

4,500,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存入公司在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 51291500000024 的账户中，并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7)02094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17 年 7 月 3 日，公司与苏州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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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服务协议》。 

截止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

所募集的资金严格按照已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用途存放和使用，并依据本公

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额（元） 

1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00 

2 补充流动性资金 2,500,000.00 

2、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公司于 2017年 9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7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关于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7180 号），公司发行新增股份 

1,79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7.00 元/股，募集资金

12,530,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存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环城路支行 1307023229000203723 的账户中，并经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7）021091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环城路支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服务协议》。 

截止 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

所募集的资金严格按照已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用途存放和使用，并依据本公

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用途，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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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元） 

1 补充流动性资金 - 12,530,000.00 

（八）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专业从事胶粘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全部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及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综合实力，满足

长期发展战略需要。 

本次募集资金共12,5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元） 

1 补充流动性资金 - 12,500,000.00 

1、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 补充流动性资金 

目前公司长期发展、提升产品质量等都需要流动资金支持，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有更充分的流动资金周转，可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降低运营风险，并

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2、募集资金测算过程 

补充流动性资金 

销售百分比法测算 

（1）销售百分比测算方法说明 

在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各项资产负债周转情况长期稳定，未来不发生

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各项经营性资产、负债与销售收入应保持较稳定的比例

关系。因此，利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所导致的相关流动资产及

流动负债的变化，进而测算2018年至2020年公司流动资金缺口。 

（2）测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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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应收账款余额+应收票据余额+预付账款余额+存货

余额-应付账款余额-应付票余额-预收账款余额。 

预测期合计流动资金需求=2020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额-2017年末流动资金

占用金额 

（3）前提假设 

1）营业收入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元） 34,233,046.18 43,775,252.74 56,725,891.06 

综合考虑公司的各项业务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公司以2014

年至2016年年营业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18.33%，作为2018年至2020年公司营业

收入增长率的预测值，预测2018-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2018 年度（E） 2019 年度（E） 2020 年度（E） 

营业收入（元） 67,126,384.07 79,433,770.97 93,997,674.05 
增长率 18.33% 

2）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占比预测 

假设公司未来三年的各项经营性资产/营业收入、各项经营性负债/营业收入

的比例与2017年度数据相同，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营业收入 56,725,891.06 100.00% 
应收票据 608,226.85 1.07% 
应收账款 20,944,077.07 36.92% 
预付账款 275,248.65 0.49% 
存货 7,558,348.50 13.32% 
上述经营资产小计 29,385,901.07 51.80% 
应付票据 -  0.00%  
应付账款 8,733,664.43 15.40% 
预收账款 461,162.69 0.81% 
上述经营负债小计 9,194,827.12 16.21% 

（4）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公司基于上述2018-2020年营业收入预测数据，按照2017年经营性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预测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占用额，具体测算过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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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17 年 2018 年度（E） 2019 年度（E） 2020 年度（E） 
营业收入 56,725,891.06 67,126,384.07 79,433,770.97 93,997,674.05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608,226.85 719,743.11 851,705.48 1,007,862.69 
应收账款 20,944,077.07 24,784,100.08 29,328,177.84 34,705,396.30 
预付账款 275,248.65 325,714.52 142,307.88 456,100.95 
存货 7,558,348.50 8,944,145.17 10,584,022.79 12,524,566.21 
上述经营资产

小计 
29,385,901.07 34,773,702.88 41,149,339.25 48,693,926.16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    0.00 0.00 0.00 
应付账款 8,733,664.43 10,334,951.15 12,229,828.16 14,472,124.23 
预收账款 461,162.69 545,715.25 645,770.23 764,169.93 
上述经营负债

小计 
9,194,827.12 10,880,666.40 12,875,598.39 15,236,294.16 

预测期流动资

金占用 
20,191,073.95 23,893,036.49 28,273,740.86 33,457,632.00 

2017 年—2019 年预测期合计流

动资金需求 
  13,266,558.05  

注：表中2015年度/年末财务数据、2016年度/年末财务数据、2017年度/年末财务数据分别来自2015年度

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2017年度审计报告。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需新增流动资金额合计

13,266,558.05 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12,500,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在公

司需求范围内。 

3、本次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将存放于经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同时，公司将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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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制定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后予以披露，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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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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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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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备。 

（九）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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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十）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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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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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等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条件。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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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增强公司资金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减轻流动资金压力，从而满足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增强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产生

积极影响。 

（三）本次发行均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四）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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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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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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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现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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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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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联系电话：021-38638197 

传真：021-62078900   

项目小组负责人：赵宏 

项目小组成员：胡源鹏、杨丹丹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8楼、11楼 

联系电话：0571-87901110 

传真：0571-87902008 

经办律师：邱志辉、朱剑宇、商学琴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郝树平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22-2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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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51716789 

传真：010-51716790 

经办注册会计师：贾颖、臧其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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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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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津

责任。  
 
 
 

全体董事：  
                                                            

毛尚辉                伏汉龙             杨晓群 

                             

  

韩正辉                陈志国                           

 

全体监事： 

刘海峰               伏守强               林志化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陈志国             杨晓群               

   

                        

                
 

芜湖广尔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