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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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经营与收益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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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指 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江苏启创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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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方案》 指 《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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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创业、主办券商 指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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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SU CHONG CHONG ENVIRONMENTAL 

POLYTRON TECHNOLOGIE INC. 

股票代码：872515 

注册资本：5,0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海民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10 年 8 月 24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6 年 9 月 1 日 

挂牌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住所：宜兴市芳桥街道夏芳村 

邮编：214264 

董事会秘书：王燕飞 

电话号码：0510-68997769 

传真号码：0510-68999008 

网址：http：//www.jsqchb.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560327458N 

所属行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

司属于 N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_T_4754-2011），公司属于 N7721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水污染治理业”；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

业为 N7721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污染治理业”；根据《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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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 12111011 “环境与设

施服务”。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耐火保温材料、涂装设备的技术

研究、开发、制造、销售；通用机械设备的技术研究、开发、制造；

照明器具、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玻璃钢制品、仪器

仪表、电线电缆的销售；钢带的加工、销售；消防器材设备、清淤机

械的制造、销售；环保设施的运营管理；环保技术服务；机电安装工

程的施工；按一级资质从事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业务；制药专用设备的

制造；市政公用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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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环保专业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安装调试与运营

维护。 

二、 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通过所

募集资金加大研发投入及营销拓展力度，加快业务发展，强化公司行

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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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股权登记日公司的在册股东、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外部机

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本期股票发行新增合格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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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拟参与认购的投资者需按照认购安排认购本期发行的股份。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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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或非公开发行

股份时，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公

司现有股东不享有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3、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三）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每股不超过 3.11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

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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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643.0868 万股（含 643.0868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含 2,000 万元），发行价格或发行价格上限与发行数量或发行数

量上限乘积和预计募集总额或总额上限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等

原因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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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转增股本事项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权登记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

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六） 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身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其新增股份将依据《公司法》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

业务规则执行办理限售。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限售条件部分，股份将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新增股票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无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 

（七）募集资金用途 

1、历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自挂牌以来，公司未发行过股票，本次发行为挂牌后公司第一次

股票发行，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2,000 万元，资金用途具体如下： 

（1）员工薪酬发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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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拓展、市场宣传推广； 

（3）支付材料采购款及委外加工费用； 

（4）研发部门技术开发费用； 

（5）缴纳公司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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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测算过程 

（1）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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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未来公司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即营运资金需求。 

1）收入增长假设 

2015-2017 年期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765,575.20 元、

34,696,705.36 元和 47,129,661.75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63.93%。其

中，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增长 412.84%，2017 年公司营业

收入较 2016 年增长 35.83%。 

根据公司过往的经营业绩及 2018 年合同订单的签订，考虑到环

保行业及公司自身业务的良好发展，预计 2018 年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率为 133.40%。 

2）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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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3 年（2015-2017 年），公司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金额及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近 3 年占

营业收入

比均值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金额 占 营 业

收入比 

金额 占 营 业

收入比 （万元） （万元） （万元） 

营业收入 4,712.97 100.00% 3,469.67 100.00% 676.56 100.00% 100.00% 

应收票据 330.50 7.01% - 0.00% 20.00 2.96% 3.96% 

应收账款 3,686.26 78.22% 1,268.20 36.55% 262.34 38.78% 58.89% 

预付款项 703.63 14.93% 607.45 17.51% 1,411.45 208.62% 30.73% 

存货 1,313.07 27.86% 2,059.22 59.35% 1,372.86 202.92% 53.56% 

经营性资

产合计 
6,033.46 128.02% 3,934.87 113.41% 3,066.65 453.27% 147.13% 

应付票据 100.60 2.13% - 0.00% 400.00 59.12% 5.65% 

应付账款 250.63 5.32% 154.07 4.44% 40.80 6.03% 5.03% 

预收款项 74.50 1.58% 45.46 1.31% 1,625.94 240.32% 19.71% 

应交税金 652.11 13.84% 140.03 4.04% 91.85 13.58% 9.98% 

经营性负

债合计 
1,077.84 22.87% 339.56 9.79% 2,158.59 319.05% 40.36% 

假设 2018 年公司业务模式和产品结构相对稳定，不发生重大变

化，相应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科目占营业收入比例与最近 3 年经

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均值保持一致，即经营性资

产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47.13%、经营性负债合计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 40.36%，营运资金占用额（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106.77%。 

由于公司销售合同主要为产品销售，都是按合同条款付款，其他

无拖欠。 

3）2018 年新增营运资金的测算 

在前述收入增长、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占营业收入比例等假设基础

上，公司 2018 年新增营运资金的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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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17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4,712.97    11,000.00  

应收票据        330.50  435.60  

应收账款       3,686.26    6,477.90  

预付款项       703.63  3,380.30  

存货     1,313.07    5,891.60  

经营性资产合计    6,033.46   16,185.40  

应付票据           100.60      621.50  

应付账款     250.63  553.30  

预收款项       74.50    2,168.10  

应交税金     652.11    1,097.80  

经营性负债合计   1,077.84   4,440.70  

营运资金占用额      4,955.62    11,744.70  

基期营运资金    4,955.62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6,789.08  

根据上述测算，2018 年末公司营运资金需求规模为 11,744.70 万

元，相较于 2017 年末营运资金需求规模，形成资金缺口 6,789.08 万

元。公司本次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2,000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与公司现有资产、业务规模以及经测算的未来两年资产、业

务规模的发展相匹配。 

（2）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旨在更好地满足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提高市场占

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加快公司发展而进行本次

股票发行，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时，随着企

业核心业务的扩张，市场份额逐渐提高，企业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阶

段，对运营资金需求也逐年增加。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

公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基于业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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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在产能扩充、研发投入、扩大销售规模等方面资金需求较大。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将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面

临的流动资金压力，进而提高公司经营能力，为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

实现夯实基础。 

综上所示，企业本次通过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4、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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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募集的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并将专户作为认购账户，

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捷视飞通在发行认购结

束后验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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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安排 

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后，本次募集的资金将按照公司经营进

度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将有利于公司扩大市场份额，保证业务快速

增长的资金需求，合理配置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促进公司高速、健康、持续发展。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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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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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

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

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5、《关于为本次股票发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发行不

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应报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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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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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

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方面没有发生变化。 

(二) 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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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

资本实力的提升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对

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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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权益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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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收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公开谴责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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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层 

 联系电话：0755-23838386 

 传真：0755-23838999-8386 

 经办人：黄毅、邱文林 

(二)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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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高树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 号香港中旅大厦 22-23 楼 

联系电话: 0755-83025555 

传真：010-83026068 

经办律师：梁兵、李延玲 

(三)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桦、曹爱民 

住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 1号商务中心二期五楼 511-512 

联系电话：029- 88275978 

传真：029 - 88275912 

经办会计师：桂标、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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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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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承担个人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许海民                    张云芳                  韩胜军 
 
 
 
                                                  

许海龙                    蒋  皎                    

 

全体监事（签字）： 
 
 
 
                                                                 
 

许  达                   吴轶林                   张梦璐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许海民                   王燕飞    
 

                                     
 
                   
                 
 

                                       江苏启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7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