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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博锐斯、公司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贯资本 指 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国民凯得 指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大会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中山博锐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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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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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及金额 

本次定向发行86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314.80万元。 

（二）发行价格及募集资金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18 元。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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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原股东 1 名及新增股东 3 名，全部以现金认购，具体如下

表所示： 

序

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数量（万股） 拟认购金额（万元） 

1 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240.00 1,483.20 

2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 3,090.00 

3 焦连英 89.00 550.02 

4 许铁辉 31.00 191.58 

合计 860.00 5,314.80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①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 年 3 月 26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6020（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牛国夫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FC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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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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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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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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九佛建设路 333 号自编 34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东国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星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N26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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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焦连英 

焦连英，1947 年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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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的《证券持有人名册》，焦连英为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公司原股东。 

④许铁辉 

许铁辉，男，1972 年 12 月 7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

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 年 7 月就职于台湾 STELLA 

GROUP；1996 年 9 月就职于美国 Jones & Vining；1998 年至 1999 年,在美国 Jones 

& Vining 总部工作；2000 年 1 月起任美国 Jones & Vining 亚洲执行总经理；2003

年 6 月至今创立中山杰伟鞋业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2010 年 12 月至

今，创立湖南醴陵杰伟鞋业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2015 年 3 月至今，

创立越南杰伟责任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17 年 4 月至今，创立香港聚伟控

股集团并担任董事长。 

根据许铁辉提供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起湾道证券营业部出具的文

件，本次发行对象许铁辉符合股转系统合格投资者标准。 

3.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及其董监高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原股东 1 名及新增股东 3 名。截至股权登记日，本次发行

对象，原股东焦连英直接持有公司 8,025,89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0.06%。2007

年焦连英作为股东之一投资设立了博锐斯有限，现任公司董事。 

除以上关联关系外，其他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及其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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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杨文会直接持有公司 11,363,39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2.56%，

通过中山怡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239,643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20%，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杨文会直接持有公司 11,363,39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2.19%，

通过中山怡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239,643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1%，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0%，杨文会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截至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现有股东总数为 8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5 名、法人股东 2 名、合伙企业股东 1 名；本次发行新

增股东 3 名，其中新增自然人股东 1 名，新增法人股东 1 名，新增合伙企业股东

1 名；本次发行完毕后，公司股东总数增加至 11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6 名、

法人 3 名、合伙企业股东 2 名，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因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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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的情形。 

（七）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的合法合规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即增资协

议）中不存在对赌、估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且《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以下情形： 

“1、发行人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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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发行人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强制要求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发行人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发行人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的条

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发行人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发行人派驻董事或者派

驻的董事对发行人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发行人或者发行人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股票发行中所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均系各方当

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符合《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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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

束力。 

（八）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股票发行对象包 

括：“（一）公司股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

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

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合伙企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 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

产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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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

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

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根据本次股票发行的实际认购结果，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4 名，

其中原股东 1 名，新增自然人股东 1 名，新增法人股东 1 名，新增合伙企业股东

1 名。 

1、新增股东基本情况 

①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 年 3 月 26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6020（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牛国夫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FC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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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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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中贯资本的出资证明，中贯资本实缴出资金额 500 万元以上，根据中

贯资本提供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宝安兴华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文

件，本次发行对象中贯资本符合股转系统合格投资者标准。 

根据中贯资本公司章程、经营范围工商登记信息等资料及其出具的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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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资本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为主营业务，具有较为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及与主

营业务相匹配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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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经查询，中贯资本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②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九佛建设路 333 号自编 34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东国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星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N26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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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国民凯得的出资证明，国民凯得实缴出资金额 500 万元以上，根据国

民凯得提供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滨江东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文件，本次

发行对象国民凯得符合股转系统合格投资者标准。 

根据国民凯得合伙协议、经营范围工商登记信息等资料及其出具的说明，国

民凯得以创业投资为主营业务，具有较为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及与主营业务相匹

配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组成。国民凯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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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凯得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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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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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经查询，国民凯得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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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许铁辉 

许铁辉，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

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7月就职于台湾STELLA 

GROUP；1996年9月就职于美国Jones & Vining；1998年至1999年,在美国Jones & 

Vining总部工作；2000年1月起任美国Jones & Vining亚洲执行总经理；2003年6

月至今创立中山杰伟鞋业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2010年12月至今，创

立湖南醴陵杰伟鞋业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3月至今，创立越

南杰伟责任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17年4月至今，创立香港聚伟控股集团并

担任董事长。 

根据许铁辉提供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起湾道证券营业部出具的文

件，本次发行对象许铁辉符合股转系统合格投资者标准。 

另经查询，许铁辉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原股东认购情况 

焦连英，1947 年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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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股权登记日，焦连英持有公司8,025,893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30.06%。 

综上，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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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发行对

象人数限制的规定。 

（九）公司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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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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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银行贷款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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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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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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80 

2 偿还银行贷款 725.00 

3 功能性复合材料项目 1200.00 

合计 5,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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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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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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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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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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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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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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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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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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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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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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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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的实施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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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完成如下工作： 

1、2018 年 5 月 10 日，博锐斯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详细披露了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对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2、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

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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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认购对象已按照相关规定将此次募集资金

已存入该专户。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十二）关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相关要求

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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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

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代码：C29），所处细分行业为塑料薄膜制造；根据《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中的其他塑料

制品制造（C2929）。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

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中的塑料制品业（C292），细分行

业为塑料薄膜制造（C2921）。 

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

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工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查询系统、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等公开网址信息，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对失信主体实

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对于挂牌公司发行股票的监管要求。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杨文会 11,363,393 42.56  8,522,545 

2 焦连英 8,025,893 30.06  6,019,420 

3 吴建其 2,622,321 9.82  1,966,741 

4 
中山怡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

限合伙） 
1,907,143 7.14  635,715 

5 上海骐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89,536 5.96  0 

6 上海德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56,000 2.08  0 

7 周维军 317,857 1.19  238,393 

8 李洪海 317,857 1.19  238,393 

合计 26,700,000 100.00  17,621,207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杨文会 11,363,393 32.19 8,52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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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连英 8,915,893 25.26 6,686,920  

3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0 14.16 0 

4 吴建其 2,622,321 7.43 1,966,741  

5 中贯资本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2,400,000 6.80 0 

6 
中山怡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

限合伙） 
1,907,143 5.40 635,715  

7 上海骐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89,536 4.50 0 

8 上海德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56,000 1.58 0 

9 周维军 317,857 0.90 238,393  

10 李洪海 317,857 0.90 238,393  

合计 34,990,000 99.12 18,288,707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

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含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 
3,667,276 40.39% 3,667,276 21.56%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含 1） 
3,901,846 42.98% 4,124,346 24.24% 

3、核心员工（不含 1、2） - 
 

- - 

4、其它 1,509,672 16.63% 9,219,671 54.20%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9,078,794 100.00% 17,011,293 100.00%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含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 
8,935,759 50.71% 8,935,759 48.86%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含 1） 
8,526,518 48.39% 9,194,018 50.27% 

3、核心员工（不含 1、2） - - - 
 

4、其它 158,929 0.90% 158,930 0.8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7,621,206.00 100.00% 18,288,707 100.00% 

总股本 26,700,000.00 100.00% 35,30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8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3 人，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东人数为 11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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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将增加 53,148,000.00 元，其中流动资产将

增加 53,148,000.00 元；所有者权益将增加 53,148,000.00 元，其中股本增加

8,600,000.00 股，资本公积增加 44,548,000.00 元（未考虑发行费用）。公司资产

负债率有所下降，资金流动性和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有所提升。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功能性复

合材料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仍为功能性TPU薄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杨文会直接持有公司 11,363,39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2.56%，

通过中山怡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239,643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20%，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杨文会直接持有公司 11,363,39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2.19%，

通过中山怡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239,643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1%，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0%，杨文会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编

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杨文会 董事长 12,603,035 47.20% 12,603,035 35.70% 

2 焦连英 董事 8,025,893 30.06% 8,915,893 25.26% 

3 吴建其 董事、副总经理 2,622,321 9.82% 2,622,321 7.43% 

4 郑礼生 董事 953,722 3.57% 953,722 2.70% 

5 周维军 董事、总经理 317,857 1.19% 317,857 0.90% 

6 李洪海 监事会主席 317,857 1.19% 317,857 0.90% 

7 刘苑涛 监事 79,464 0.30% 79,464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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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春进 监事 79,464 0.30% 79,464 0.23% 

9 钟智华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31,786 0.12% 31,786 0.09% 

合计 25,031,399 93.75% 25,921,399 73.43% 

注：以上持股数量均包括直接及间接持股。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注 1 2017 年度注 2 

每股收益（元） 0.51 0.33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9% 17.37% 11.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31 -0.38 -0.29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注 1 2017.12.31 注 2 

每股净资产（元） 1.73  2.05  3.06 

资产负债率 49.40%  44.65%  29.05% 

流动比率（倍） 1.66  1.71  2.91 

速动比率（倍） 1.31  1.26  2.46 

注1：本次股票发行前2017年度的财务指标计算依据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计算得出。 

注2：假设本次定向发行在2017年1月1日到账并办理股份登记，模拟计算发行后2017年度的财务指标。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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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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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焦连英所认购法定限售股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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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博锐斯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博锐斯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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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持

续督导期内，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博锐斯的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博锐斯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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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

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

效的意见 

博锐斯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定价过程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博锐斯本次股票发行未侵犯本次发行前原有股东的合法权利。 

（八）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博锐斯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及截至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及私募投资基金，均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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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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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上述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外，公司其他在册股东及股票认购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九）关于股票发行是否涉及股份支付的说明 

博锐斯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况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一）关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意见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项

下所规定的“持股平台”及“员工持股计划”。 

（十二）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意见 

公司不存在资金被股东占用情况。 

（十三）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

情形。 

（十四）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情形的意见 

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五）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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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符合募集资金

专户管理要求。 

（十六）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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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功能性复合材

料项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中已详细披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对其必要性、

合理性、资金测算过程和资金的使用管理等事项进行了分析，并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股转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了涉及本次募集

资金事项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公司与本次募集资金相关的信息披露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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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要求。公司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符合要求。 

（十七）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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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符合认购协议中特

殊条款的合法合规性要求。 

（十八）关于本次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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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前次股票发行中承诺事项未履行的情况，不存在违反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所规定

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况。 

（十九）关于募集资金是否用于房产投资，是否为商业用楼或住宅类房地产、

是否用于出租出售等安排的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

产开发业务，也未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用于宗教投资，符合相关监管要

求。 

（二十）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主办券商无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博锐斯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更公开转让。博锐斯具备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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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锐斯本次发行后累计股东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四）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

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增资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

容真实有效，合同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

形，符合《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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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

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本次发行原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中，现有股东

认购安排是在册股东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损害现有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挂牌公司现有机构股东及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属于《私募基金暂行管理

办法》及《私募基金备案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均已经按照规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八）本次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九）本次定向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对赌条款或协议，不存在其他特殊条款，也

不存在其他未公开的对赌安排。 

（十一）公司本次发行的对象中的机构投资者均为专业私募投资基金或投资

机构，并非单纯以认购公司股份为目的而设立，也不是以持股为目的而设立的持

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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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作为持股平台的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的其他法律事项 

1、公司已按照《业务规则》、《业务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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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用及信息披露情况是否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使用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要求的意见 

（1）关于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信息披露情况的说明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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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

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为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开设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开户行为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众锦标支行。该专项账

户仅用于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主办券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众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后失效。 

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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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三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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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挪用的情形。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事项，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共披露了如下公告，分别为：（1）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布了《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股

票发行方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布了《2018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3）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布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公司对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关于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的规定及要求。 

（2）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

“（四）募集资金使用”中规定，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

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提交股票发行备

案材料，以及尚未取得有关股份登记函，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

之前均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入资指定账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未有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博锐斯出具承诺函，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

的资金。 

（3）关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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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前次股票发行中承诺事项未履行的情况，不存在违反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所规定

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况。 

3、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 

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系基于进一步拓展业务，补充营运资金，增强资本实

力，改善经营情况，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贷款。并非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或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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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为目的；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除公司董事焦连英外，其余均为外部投资者，

不存在以低价支付股份从而向发行对象支付报酬的情形。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

《增资协议》不存在回购条款或其他任何限制性条件的条款。 

5、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博锐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以及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情形，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6、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完整的保存；公司强化内部管理，

完善了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

从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7、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功能性

复合材料项目，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

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也未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符合相关监管

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严格执行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关募集资金存放合法合规，且不存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前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占用或挪用及其他违法违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支付的情形。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

使用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用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治理规范。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相关主体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涉

及房地产投资，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