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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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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福建俊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 证券简称：俊杰新材 

(三) 证券代码：872721 

(四) 法定代表人：李成良 

(五) 董事会秘书：李洪发 

(六) 注册地址：宁德市飞鸾镇碗窑街（生产场所：碗窑村 68号七斗尾） 

(七) 联系电话：0593-2596558 

(八) 联系传真：0593-2599999 

(九) 电子邮箱：hongfa@jungie-group.cn 

(十) 互联网址：www.jungie-group.cn 

二、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途是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主要目的是为

了缓解因为新建窑炉、扩大产能而带来的流动资金压力，以期提升公司的综合营

运能力；偿还部分银行贷款、降低财务费用和资产负债比率，以期提高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以及盈利水平。同时，本次定向增发也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治理

结构、财务结构。 

(二) 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章程第 19 条对股票发行在册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认购权进行了相关规定：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

同等权利。公司的股东对发行的新股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公司的现有股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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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新股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定向增发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超过 35人，拟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黄  畯 360,000  1,080,000 货币 

2 黄茂金 654,000  1,962,000 货币 

3 蔡锡明 240,000  720,000 货币 

4 李洪发 630,000  1,890,000 货币 

5 黄爱平 120,000  360,000 货币 

6 林毅如 120,000  360,000 货币 

7 李  甫 6,716,000  20,148,000 货币 

8 黄荣昊 3,900,000  11,700,000 货币 

9 林  勇 200,000  600,000 货币 

10 王则贵 30,000  90,000 货币 

11 吴文容 70,000  210,000 货币 

12 李锦新 150,000  450,000 货币 

13 赵庆忠 290,000  870,000 货币 

14 李建树 150,000  450,000 货币 

15 刘子康 70,000  210,000 货币 

16 张月婵 10,000  30,000 货币 

17 庄  淇 300,000  900,000 货币 

18 林剑平 10,000  30,0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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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蔡其清 30,000  90,000 货币 

20 周亦鸾 20,000  60,000 货币 

21 林光泉 10,000  30,000 货币 

22 黄子强 100,000  300,000 货币 

23 蔡承铨 200,000  600,000 货币 

24 黄世强 20,000  60,000 货币 

25 李细庆 200,000  600,000 货币 

26 吴庆忠 10,000  30,000 货币 

27 黄怡照 10,000  30,000 货币 

28 林惠云 30,000  90,000 货币 

29 陈怡如 50,000  150,000 货币 

30 张荣斌 1,000,000  3,000,000 货币 

31 
江苏永疆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300,000  900,000 货币 

合计 16,000,000  48,000,000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31个，其中在册股东 6个，新增股东 25个，其基本情况

如下： 

黄畯，男，身份证号 62010419360720051X，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公司在册股东。 

黄茂金，男，身份证号 352201196402235416，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公司在册股东。现任公司董事。 

蔡锡明，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710255430，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公司在册股东。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洪发，男，身份证号 62010419621022087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公司在册股东。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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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811095413，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公司在册股东。 

林毅如，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504090057，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公司在册股东。 

李甫，男，身份证号 352201199206190015，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公司董事。 

黄荣昊，男，身份证号 352201199206120017，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公司董事。 

林勇，男，身份证号 35220219820621333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销售部经理。 

王则贵，男，身份证号 35220119501117211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工程师。 

吴文容，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90316543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厂长，高级技师。 

李锦新，男，身份证号 35220119790225541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公司监事、厂长。 

赵庆忠，男，身份证号 35222119700111001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李建树，男，身份证号 35220119801112541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公司监事。 

刘子康，男，身份证号 35072319800410171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技术部经理。 

张月婵，女，身份证号 41082319841017082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庄淇，男，身份证号 36020319850108051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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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林剑平，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50221543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采购部经理。 

蔡其清，男，身份证号 36020319650108051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储运部经理。 

周亦鸾，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304185430，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工段长。 

林光泉，男，身份证号 352201197901125419，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半成品主管。 

黄子强，男，身份证号 35222119721205541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成品主管。 

蔡承铨，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20724541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基建主管。 

黄世强，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903075436，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厂长。 

李细庆，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810145415，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会计。 

吴庆忠，男，身份证号 35222119660113543X，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成品主管。 

林惠云，女，身份证号 352203198910065945，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销售部主管。 

陈怡如，女，身份证号 35220119951119212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黄怡照，男，身份证号 35220219820621333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销售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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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斌，男，身份证号 35222819671121001X，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的合

格个人投资者。 

江苏永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MA1N4F0610;实缴出资：1558.34 万元，法定代表

人：李雪松，住所：启东市经济开发区富源路，经营范围：环境保护领域的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服务，蓄热式氧化炉、直燃炉制造、销售，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环保工程施工，环保设备、化工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

钢材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合同能源管

理。公司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所规定的“单

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有实际经营

业务的”。 

3、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中核心员工的认定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8年 9月 1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林勇、王则贵、吴文容、 刘子

康、张月婵、庄淇、林剑平、蔡其清、周亦鸾、林光泉、黄子强、蔡承铨、 黄

世强、李细庆、吴庆忠、林惠云、陈怡如、黄怡照 18人为公司核心员工。 

上述核心员工提名已于 2018年 9月 11日至 2018年 9月 18日向全体员工公

示并征求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没有收到对提名上述员工为核心员工提出异

议的反馈。 

2018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27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同意认定上述 18人为公司核心员工。 

4、本次发行对象之间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李甫是公司董事，与公司董事长李成良是父子关系，与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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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蔡金钗是母子关系；李细庆与公司董事长李成良是兄弟关系；黄荣昊是公司董

事，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吴文忠是父子关系；吴文容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吴文忠

是兄弟关系；蔡承铨与公司董事蔡金钗是兄妹关系；李锦新、李建树担任公司监

事；赵庆忠是公司高管，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黄畯是公司在册股东；黄茂金是

公司在册股东，现任公司董事；蔡锡明是公司在册股东，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洪发是公司在册股东，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黄爱平是公司在册股东；

林毅如是公司在册股东。除上述关系以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 

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规定，经查询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公示的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截至本次发行方案公告之日，上述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的相关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不超过 35 名，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 

(三)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 3元/股。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综合考虑了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增长前景、盈利能

力预测，所处行业及公司自身成长性，股票的限售条件等各种因素，并与定向发

行对象充分沟通后最终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及金额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600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含 1,600 万

股），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4,800 万元（含 4,800万元）。 

(五) 预计募集资金用途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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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00万元，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8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4,000万元，以期提高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1、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必要性及测算依据 

（1）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必要性分析 

公司自创立以来致力于特种陶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环保行业有机废气

处理、石油化工行业、页岩油、煤层气开采等行业提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特种陶瓷产品。公司通过主营各类蜂窝陶瓷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获得营业收益，

同时，通过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在国内同行业中始

终居于领先地位，公司也得以保持持续性的发展与收益。 

目前公司主营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形良好，但生产规模相对尚小，因而限制了

产品销售总量的提升。未来数年，公司将通过持续提高主营产品的生产能力，以

期提高公司产品系列的市场占有份额，降低产品生产的平均成本，从而提升公司

的综合盈利能力和利润率。 

为此，公司在现有一条 120米长窑炉的基础上，新建了第二条 120米长的窑

炉生产线，新增窑炉的建造和调试工作已于 2018 年 4 月完成，并已全面投入生

产运营。新建窑炉的投入使用将有效地保障公司的产品生产、销售收入和利润水

平的高速增长。 

本次募集的部分资金将用于新增窑炉后因产能增加而产生对流动资金需求

的增加，缓解因新增窑炉投产所带来的现金压力，有力地保证公司现有生产能力

的释放与提升。 

（2）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依据 

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方法为：销售百分比法 

本次测算如果以 2017年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基数，以 2018年为预测期进行测

算；假设 2018 年度的业务模式和所处外部环境均不发生重大变化，且经营性流

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与销售收入存在稳定的百分比关系。根据公司 2015 年

度、2016年度、2017年度分别为 5,335 万元、4,925万元、7,141万元的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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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算得到 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的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0.21%。在公司未来

发展静态平稳增长的趋势下，以 2015 至 2017 年收入复合增长率可以预测公司

2018年的营业收入可以达到 7,870 万元。 

同时，新增窑炉的年生产量为 12,000立方米，预计 2018年新增年销售收入

约为 4,000 万元（按新建窑炉实际投入生产为 8 个月进行测算）。预测 2018 年

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将超过 1亿元。 

据此测算，2018年公司的流动资金缺口为 1,049万元。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 =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存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 应付账款 + 预收账款 + 应付薪酬 + 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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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科目和流动负债科目的预测值  

= 基期相应科目占基期营收入比重 * 预测期营业收入 

基期相应科目值占基期营业收入比重 = 基期相应科目值 / 基期营业收入 

项目 2017年（经审计） 占营业收入比重 2018年（预测） 

营业收入 71,415,093.68 - 100,000,000.00 

应收账款 21,654,381.62 30.32% 30,320,000.00 

预付款项 776,115.03 1.08% 1,080,000.00 

存货 12,580,818.40 17.62% 17,620,000.00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5,011,315.05 49.03% 49,025,091.54 

应付账款 5,850,433.26 8.19% 8,190,000.00 

预收款项 298,538.36 0.42% 420,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2,374,669.57 3.32% 3,3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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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275,089.81 0.39 390,000.00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8,798,731.00 12.32% 12,320,548.15 

流动资金占用额 26,212,584.05 - 36,704,543.39 

流动资金缺口 - - 10,491,959.34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800 万元，不足部分通过自

筹资金等方式补充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

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要量，符合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各项主

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

力，为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以上所涉及的所有财务数据主要基于对公司 2018 年预计业务发展情况进行

测算。上述测算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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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本次募集的部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的部分银行借款，不足偿还部分由公司

自筹资金解决。 

公司与兴业银行宁德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了公司 8,400

万元、年利率为 4.35%的短期借款。公司 2015 年末、2016 年末、2017 年末的资

产负债率较高，分别为 91.69%、75.90%、72.52%。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

司短期借款的期末余额为 8,400万元，存在较高的财务成本，2015年、2016年、

2017年利息支出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3.34%、11.11%、5.19%。利息支出明显

降低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冲击了公司的净利润和净利润率。 

因此，适度降低银行借款将有利于公司提高偿债能力，减少财务费用，增强

盈利能力。 

公司银行贷款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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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方式 融资方 融资金额 利息率 存续时间 是否违约 

银行贷款 兴业银行宁德分行 84,000,000.00 4.35% 一年 否 

合计 - 84,000,000.00 - - - 

相关银行贷款用途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 

如按照 2018 年 6 月末财务数据测算，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

率将由 72.52%下降至 47.69%，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显著改善，资本结构得以优化，

同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务费用，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属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规

定的负面清单情形。 

 (六)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自 2018 年 3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未存在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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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董事会将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

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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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发

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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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申请挂牌以来，未进行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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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 

若认购对象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认购股份需按

照《全国中小企业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和《公司法》规定的要求进行限售安排。

其他认购对象的新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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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增发对未分配利润不分配、不转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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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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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3、《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4、《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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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或备案事项。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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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李成良和蔡金钗合计持有公司 1,382.4

万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2%。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按发行股票数量的发行上限 1,600万股测算，李成良

和蔡金钗将持有公司 28.8%的股权。李成良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一直担任公

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基于蔡金钗与李成良的夫

妻关系，且蔡金钗任公司董事，两人自 1995 年 5 月公司设立时均为公司原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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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李成 良、蔡金钗通过与吴文忠签订 《一致行动人协议》,该 《一致行动人协

议》约定,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李成 良的意见为准。因此,李成 良表决权足以

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产生重大影响,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将使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提高,资产负债结构下降,

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将得以提升。

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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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

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增加了其在公司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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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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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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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二)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 :

甲方 (发行方):福建俊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认购方):黄睃、黄茂金、蔡锡明、李洪发、黄爱平、林毅如、李甫、

黄荣昊、林勇、王则贵、吴文容、李锦新、赵庆忠、李建树、刘子康、张月婵、

庄淇、林剑平、蔡其清、周亦鸾、林光泉、黄子强、蔡承铨、黄世强、李细庆、

吴庆忠、黄怡照、林惠云、陈怡如、张荣斌、江苏永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8年 10月 15日

2、 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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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 

支付方式：乙方应于甲方于股转公司公告的认购缴款日期截止日之前将认购

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甲方为本次定向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3、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获得甲方董事会、

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所通过的决议批准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合同除约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所通过的决议批准后生效

外，未约定任何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若认购对象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认购股份需按照

《全国中小企业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和《公司法》规定的要求进行限售安排。

其他认购对象的新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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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估值调整价款 

无。 

7、违约责任条款 

（一）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做出的承诺和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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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应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本协议生效后，如因甲方原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不能向乙方发行本

协议约定的乙方认购的全部股份的，甲方应按全部认购款项的 5%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 

（三）本协议生效后，如因乙方原因未在本协议约定的缴款期限内向约定的

缴款专用存储账户支付全部认购款项的，乙方应按全部认购款项的 5%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 

（四）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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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所产生合理的中介机构费用、调查费用、守约方维

权费用等。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5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项目负责人：Wayne Z Lee 

联系电话：18221026759 

(二)律师事务所：江苏开炫（苏州）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广济南路 288号石路金座大厦 19008 

单位负责人：虞晓 

经办律师：虞晓、朱应明 

联系电话：0512-68302099 

 (三) 会计师事务所：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号文新报业大厦 25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巢序、耿磊、张健、杨滢、张晓荣、朱清滨 

经办注册会计师：唐慧珏、时英浩 

联系电话：021-52921132 

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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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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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俊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之签字页） 

 

全体董事（签名）：  

 

                                                                    

 李成良                  吴文忠                     黄茂金  

 

                                                                        

       蔡金钗                  李洪发                     黄荣昊 

 

 

                 

李甫 

 

 

全体监事（签名）：  

 

                                                                      

蔡锡明                  李建树                    李锦新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吴文忠                  李洪发                    赵庆忠 

 

 

福建俊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