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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定向发行说明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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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财务

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对本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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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先临三维、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临有限 指 杭州先临科技有限公司，系先临三维前身 

天远三维 指 
北京天远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控股子公司 

捷诺飞 指 

杭州捷诺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为

发行人参股公司，2019年 3 月前为发行人

控股子公司 

北京易加 指 
北京易加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原发行人控

股子公司，已转让全部股权 

先临云打印 指 
杭州先临三维云打印技术有限公司，原发

行人控股子公司，已转让全部股权 

Align 指 

Align Technology, Inc.   (NASDAQ: 

ALGN)，总部设于美国，专注牙科相关医疗

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3Shape 指 

3Shape A/S，总部设于丹麦，提供面向牙

科行业的 3D扫描仪和 CAD/CAM 软件解决

方案 

Artec3D 指 
Artec Co., Ltd.，总部设于卢森堡，产品

主要为手持式和便携式 3D扫描仪。 

Creaform 指 

CREAFORM INC.，总部设于加拿大，产品包

括手持式 3D 扫描仪、便携式三坐标测量

器以及相关附件 

董事会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

关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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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租赁准则 指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2018

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

行说明书》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

定向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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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主办券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 

正畸 指 牙齿矫正 

种植 指 
以植入骨组织内的下部结构为基础来支

持、固位上部牙修复体的缺牙修复方式 

印模 指 
使用硅胶翻拓制取的牙齿和口腔软硬组织

的凹形模型（阴模） 

牙模 指 用于口腔医学的牙齿模型（阳模） 

VR 指 

虚拟现实，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

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

一种模拟环境，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 

AR 指 

增强现实，是促使现实信息和虚拟世界信

息内容综合的技术，将在现实世界的空间

范围中难以体验的实体信息在电脑等科学

技术的基础上，实施模拟仿真处理，叠加

将虚拟信息内容在真实世界中加以应用，

使之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实现超越现

实的感官体验 

石膏模型 指 用石膏灌注印模制成的牙模 

义齿 指 
上、下颌牙部分或全部牙齿缺失后制作的

修复体的总称 

面曝光光固化 指 
一种 3D打印技术，通常使用树脂作为打印

材料，具有打印速度快、细节好的特点。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指 

英文全称为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中文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CE 指 

英文全称为 Conformité Européenne，其

表明产品符合欧盟《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

方法》指令的基本要求。这是欧盟法律对

产品提出的一种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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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先临三维 

证券代码 830978 

所属行业 
制造业（C）-专用设备制造业（C34）-通用设备制造

（C349）-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C3490） 

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高精度 3D数字化软硬件技

术，主要从事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扫描设备及软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层次 创新层 

主办券商 中金公司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黄贤清 

联系方式 （0571）82999580 

 

3D 数字化技术是一种计算机视觉技术，指使用摄影机、照相机等光学传感器件代替人

眼，用计算机及相应的三维重构算法软件代替人类大脑，在原有二维几何的要素上，重建三

维物体的位置、形状及完整的三维空间坐标信息，形成实体物体的高精度三维立体数字模型。 

以 3D 数字化技术为原理的 3D 扫描仪，可以高效、精确地测得物体的三维立体数字模

型，其结果可通过计算机接口或软件传输至 3D 打印机等设备进行数字化制造，亦可直接用

于三维测量、检验，还可用于三维展示、数字化存档、可视化交互以及数字仿真等场景。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高精度 3D 数字化软硬件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主要

从事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 3D 数字化技术企业，推动高精度 3D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化应用。 

2018-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公司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两大核心业务收入合计

分别为 19,950.84 万元、26,503.49 万元、32,474.08 万元和 31,986.64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分别为 50.10%、58.20%、75.65%和 81.13%，收入及占比持续提高。2018-2020 年

收入复合增长率 27.58%，2021 年 1-9 月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7.92%。目前公司齿科数

字化业务增速较快，是公司主要发展方向之一。2018-2020 年，公司齿科数字化业务收入分

别为 7,733.51 万元、11,844.30 万元和 16,483.93 万元，2018-2020 年复合增长率为 46.00%，

2021年 1-9 月收入为 17,812.5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4.44%。公司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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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齿科数字化业务 

齿科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推广，得益于公司在专业 3D 数字化领域的不断深入。随着 3D

数字化技术在齿科市场应用的逐步成熟，公司逐渐将齿科数字化业务作为垂直细分领域发展

方向。 

在齿科数字化领域，公司致力于提供以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及软件为入口的口腔可视化

接诊以及修复、正畸、种植等数字化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齿科诊所及医院、义齿加工厂等

齿科领域相关企业与机构。公司自主研发的齿科数字化产品主要为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齿

科桌面 3D 扫描仪和齿科 3D 打印机。其中，公司口内 3D 扫描仪作为齿科数字化解决方案

中的核心产品，扫描效率与精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因其较进口产品具有良好的性价比，

正加速应用于口腔诊所及综合性医院。公司在推动齿科数字化设备国产化进程的同时，积极

拓展国际市场。 

与传统口腔硅胶印模技术相比，数字化口内扫描仪大幅提升了诊疗的实效性与精确性。

传统的口腔印模技术需要临床制取印模、翻制石膏模型，在治疗过程中还需要等待材料凝固、

印模消毒、灌注模型、模型运送等，繁冗的步骤导致取模周期较长。此外，患者在取模过程

中由于张口时间偏长，容易产生异物感等不适情况，进一步降低了诊疗过程的精准性、便捷

性和时效性。公司的口内扫描仪通过短至数分钟的口内扫描获取患者口腔的有效 3D 诊疗数

据，用于高效、精准地设计和制作口腔修复、种植、正畸相关的个性化诊疗产品。 

目前齿科领域的数字化应用主要集中在 3D 数字化取模、可视化沟通、数字化设计和 3D

打印数字化制造等方面。未来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一体化的数字化综合解决方案，通过

“3D 扫描仪+软件平台+3D 打印机”快速解决齿科数字化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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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齿科数字化设备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图片 产品性能与用途 应用场景 

齿 科 口 内

3D 扫描仪 

 

在口腔诊所用于从患者口内直

接数字取模，可应用于修复、正

畸、种植等领域，具有数据质量

高、流程简便、患者体验较好等

优势 

 

 

齿 科 桌 面

3D 扫描仪 

 

在义齿加工厂用于扫描牙齿印

模或石膏模型，主要用于修复、

种植等领域。产品采用模块化设

计，支持高精度全自动扫描，具

有速度快、精度高、自动化等特

点 

 

齿科 3D 打

印机 

 

在口腔诊所或义齿加工厂用于

正畸及修复牙模、种植导板等打

印。该产品采用面曝光光固化技

术，可与公司齿科软件平台连

接，具有良好的打印细节和较高

的打印效率 

 

 
 

（2）专业 3D 扫描业务 

在专业 3D 数字化领域，公司自研设备可满足于多领域的高精度 3D 数字化应用，包括

工业制造、文化创意、精准医疗（不包含齿科）、教育科研等。公司专业 3D 扫描业务主要

产品为手持 3D 扫描仪和计量级 3D 扫描仪。其中，手持 3D 扫描仪主要用于数字化设计与

仿真、数据存档、个性化定制以及三维展示；计量级 3D 扫描仪主要应用于产品高精度的三

维测量与检验。在本业务领域，公司一方面为各行业用户提供普及型的 3D 扫描设备，推动

高精度 3D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化应用；另一方面，结合工业检测等专业细分领域应用需求，

为用户提供计量级的高精度 3D 扫描仪。 

目前专业 3D 扫描技术下游应用仍处于发展阶段，公司此前已开拓了齿科数字化领域初

具规模的商用，并形成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在其余领域中，公司将在推动 3D 数字化技术普

及化应用的同时，持续探索细分领域应用。 

公司主要专业 3D 扫描产品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图片 产品性能与用途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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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3D扫

描仪 

 

主要应用于高效获取物体

的高品质 3D 数据。产品

兼容多种扫描模式与多种

拼接方式；图形算法先进、

交互流程直观 

 

桌面3D扫

描仪 
 

主要应用于创意、教育等

场景，便捷获取 3D 数据。

产品高性价比、简单易用 

 

计量级 3D

扫描仪 

 

主要应用于高精度工业三

维测量与检验，产品精度

高，满足计量级应用需求 

 
 

2、3D 数字化发展概览 

第一台三维测量设备于上世纪 50 年代发明，三坐标测量技术进入三维测量历史舞台，

然而该技术存在着速度慢、操作复杂且自由曲面难以检测的问题。1965 年，罗伯特发表了

一篇名为“三维物体的机器感知”的论文，首次提出利用计算机显示技术获取物体三维坐标

信息的技术，由此开启了三维测量与计算机相结合的研发序幕。随着显示与镜头技术在 70-80

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期，光机电一体化的 3D 数字化设备逐渐成为可能。20 世纪 80 年代首台

光机电一体化 3D 数字化设备问世，此后的三十年，随着各类软硬件的快速迭代，设备的精

度与效率得到了飞速提升。 

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机器视觉、VR/AR 以及物联网等技术的突破，3D 数字化设备

在各领域的商业化普及有望进一步成熟，并实现更精准的测量与建模。公司积极布局各大领

域市场，力求在现有设备产品基础上实现软、硬件技术的持续提升和突破。公司目前以结构

光立体匹配及三维重建算法、视觉三维测量高精度标定算法、高品质 3D 数据智能处理及设

计软件、相机与投影系统核心器件设计以及光机电算一体化控制系统设计为核心技术储备，

设备研发向着集成化、模块化、智能化、无线化、云端计算以及面向特定垂直应用深度融合

方向持续发展。公司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3D 数字化技术企业，推动高精度 3D 数

字化技术的普及化应用。 

3、公司业务的发展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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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的发展演变情况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初创期（2004 年-2008 年） 

2004 年公司前身先临有限成立，这一阶段公司专注民用 3D 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

主要生产三维相机、激光内雕打印机两项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为民用领域的水晶个性化产品

定制、3D 产品展示等。 

（2）探索期（2009 年-2017 年） 

2009 年起，公司 3D 设备业务从民用领域进入工业、医疗领域，在 3D 数字化和 3D 打

印两个主要产品线进行探索。2009 年起公司推出工业 3D 扫描仪并逐步发展齿科 3D 扫描仪、

光固化 3D 打印机等产品。2011 年起，公司开始布局 3D 打印服务业务。2014 年，公司设立

的合资公司捷诺飞推出了生物 3D 打印机。同年 8 月，公司于新三板挂牌。2015 年，公司收

购北京易加发展基于激光工艺的工业 3D 打印设备业务，并于同年 11 月收购天远三维整合

计量级 3D 扫描技术，进一步深化公司在 3D 数字化领域的布局。公司在这一时期积极探索，

形成了齿科数字化、专业 3D 扫描以及工业 3D 打印三大业务。 

（3）聚焦期（2018 年至今） 

经历了前期业务的不断探索，公司于 2018 年起对业务进行调整与聚焦，重点发展齿科

数字化与专业 3D 扫描业务，全面运营德国、美国子公司，与天远三维一体化融合发展，实

现了齿科数字化与专业 3D 扫描业务的全球化经营与持续增长，同时逐步缩减并最终放弃了

工业 3D 打印及其他亏损业务；2018 年起公司陆续关停或转让各地 3D 打印服务中心，退出

和缩减相关上下游投资；2019 年，公司不再控股捷诺飞，放弃生物 3D 打印业务；2021 年

出售转让易加三维和云打印公司，放弃工业 3D打印设备和服务业务。经过前述调整和聚焦，

目前公司专注于高精度3D数字化技术的研发，聚焦于齿科数字化与专业3D扫描两大业务。 

4、公司竞争优势 

（1）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占比高，全球布局专利，拥有完整的软硬件自主

研发团队，研发人员中博士硕士占比较高 

公司始终将技术创新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将研发成果向产业转化，专注于实现

复杂结构产品的柔性生产，不断扩大丰富下游应用领域，持续推广普及 3D 数字化应用。公

司拥有结构光立体匹配及三维重建算法、视觉三维测量高精度标定算法、高品质 3D 数据智

能处理及设计软件、相机与投影系统核心器件设计以及光机电算一体化控制系统设计等核心

技术，是我国“白光三维测量系统”行业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是“牙颌模型三维扫描仪技术要

求”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参与了“口腔修复体 3D 打印应用研究与临床示范”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并承担了其他 10 余项国家、省、市重要科技项目。公司建有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

和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等

高校开展科研合作。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219 名，占员工人数 34.01%，研发人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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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硕士占 43.38%，其中博士 9 人、硕士 86 人，涵盖机器视觉、图形学、软件、光学、机

械、电子、控制及自动化、材料学、生物医学等专业领域。2021 年 1-9 月，公司研发投入

合计 7,709.61 万元，占营业收入 19.54%。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266

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01 项，含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境外发明专利 19 项），软件著

作权 132 项，并有 91 项境内发明专利及美国、欧洲、韩国等 28 项境外发明专利合计 119

项处于受理阶段。未来，3D 数字化技术的拓展将与机器视觉、人工智能、VR/AR、物联网

等前沿技术进一步深度融合，公司多学科的人员团队有利于公司在未来实现软、硬件的快速

研发，开发新产品以响应下游市场的应用需求。 

（2）公司齿科数字化应用不断深入，齿科数字化业务收入占比不断提升 

公司致力于齿科数字化应用场景转化研发，主要产品有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齿科桌面

3D 扫描仪、齿科 3D 打印机等设备，公司以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及软件为入口，构建面向口

腔医疗机构的可视化接诊以及修复、正畸、种植等数字化解决方案，当前公司以提高齿科口

内 3D 扫描仪市场占有率为主要战略落脚点，为下一步基于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及软件的服

务及耗材业务积累客户基础。公司口内扫描仪已通过美国 FDA 注册和欧盟主管当局 CE 认

证，自 2019 年推出以来获得了境内外市场的认可。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齿

科口内 3D 扫描仪分别销售 284 台、1,503 台和 2,467 台。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齿科数字化业务收入分别为 7,733.51 万元、11,844.30 万元、16,483.93 万元

和 17812.57 万元，2018-2020 年复合增长率为 46.00%，2021 年 1-9 月同比去年增长 64.44%。 

（3）公司专业 3D 扫描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拥有多项境外发明专利 

公司专业 3D 扫描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已拥有 19 项境

外授权发明专利，另有 21 项境外发明专利在申请中，主要产品有手持 3D 扫描仪、计量级

3D 扫描仪等，主要应用于数字化设计及检测。公司通过专业 3D 扫描领域技术研发和应用

探索，有利于提升 3D 数字化基础硬件、软件、算法技术水平。当前公司在专业 3D 扫描领

域的重点是开发稳定的、可量产的各类普及化专业 3D 扫描仪，同时积极探索研发细分领域

的 3D 扫描仪。2018、2019、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专业 3D 扫描业务收入分别为

12,217.33 万元、14,659.20 万元、15,990.15 万元和 14,174.07 万元，2018-2020 年复合增长率

为 14.40%，2021 年 1-9 月同比去年增长 50.43%。 

（4）全球市场布局，公司产品受到国际客户认可，境外销售占比逐年提升 

3D 数字化应用近年来蓬勃发展。目前境外的应用相较国内更为成熟。公司自成立伊始

即开展国际业务，现已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旧金山等地设立子公司并建立本地化运营团队。

公司国际销售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随着公司产品技术水平和性能的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

海外销售占比持续提高，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 1-9月，海外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40.31%、

51.58%和 51.66%，相比国内同行已具备明显的全球化经营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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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及相关主体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1 
公司或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否 

2 
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严重损害的情形，且尚未解除或者消除影响的。 
否 

3 公司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4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定向发行说明书时，公司存在尚未完成的普通股、

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和股份回购事宜。 
否 

5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6 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除外）。 不适用 

 

 

（三）发行概况 

拟发行数量（股）/拟发行数量上限（股） 46,000,000 

拟发行价格（元）/拟发行价格区间（元） 10.00 

拟募集金额（元）/拟募集金额区间（元） 460,0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是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四）公司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计（元） 757,200,779.59 794,404,184.26 706,526,763.90 

其中：应收账款 82,714,826.30 81,735,288.90 35,475,391.46 

      预付账款 15,095,761.93 11,563,863.98 11,705,667.61 

 存货 131,345,054.81 143,554,512.67 154,830,915.56 

负债总计（元） 394,799,819.53 406,121,888.50 229,075,782.21 

其中：应付账款 68,917,449.09 72,331,888.09 53,104,930.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资产（元） 
319,444,208.65 341,638,689.16 453,919,757.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02 1.09 1.39 

资产负债率（%） 52.14% 51.12% 32.42% 

流动比率（倍） 1.02 1.12 1.79 

速动比率（倍） 0.64 0.7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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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1月—9月 

营业收入（元） 455,625,345.85 429,541,210.36 394,652,157.9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元） 
-90,749,196.31 50,091,328.12 81,798,556.23 

毛利率（%） 49.17% 54.33% 58.91% 

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6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计算） 

-24.83% 15.50% 2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 

-29.27% -6.26% 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30,787,837.25 41,872,473.80 -16,006,785.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10 0.13 -0.0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04 4.73 8.07 

存货周转率（次） 1.59 1.25 1.35 

注：1、如无特殊说明，本定向发行说明书所列示财务数据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2、2019 年、2020 年为经天健审计后数据，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3、2021 年 1-9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数据已年化。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分析说明 

1、营业收入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9 年、2020

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5,562.53 万元、42,954.12 万元和 39,465.22 万元。

其中，2020 年营业收入较 2019 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业务调整影响。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9,465.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34%，主要原因系：（1）公司业务

经调整后进一步聚焦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业务。2021 年 1-9 月，齿科数字化业务和专

业 3D 扫描业务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4.44%和 50.43%。其中，齿科数字化业务以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和齿科桌面 3D 扫描仪为主要产品，该两项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90.71%和 57.65%；（2）2020 年 1-9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基数较低。 

2、毛利率分析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49.17%、54.33%和 58.91%。毛

利率逐步上升主要系公司进行了业务调整：（1）毛利率较高的核心业务齿科数字化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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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扫描产品收入占比提高较多。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齿科数字化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6.01%、38.40%和 45.18%；专业 3D 扫描毛利率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32.19%、37.25%和 35.95%；（2）毛利率较低的工业 3D 打印及其他业务收入

占比逐年下降。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工业 3D 打印及其他业务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41.80%、24.35%和 18.87%。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上升幅度较大，主要系：（1）公司开始进行业务聚焦，重点发展

齿科数字化、专业 3D 扫描等毛利率较高的核心产品线。2020 年，齿科数字化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39.17%，专业 3D 扫描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9.08%，2021 年 1-9 月，齿科数字化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长 64.44%，专业 3D 扫描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0.43%；（2）公司对亏损板块

进行了缩减和剥离，逐步对亏损较大的先临云打印实施大幅缩编减亏；（3）2020 年，公司

出售了部分捷诺飞的股权，确认投资收益共计 4,905.19 万元。2021 年，公司出售了先临云

打印和北京易加的全部股权，合计确认投资收益共计 3,186.26 万元。随着上述业务的调整，

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公司盈利能力提升明显。 

报告期内，公司归母净利润、每股收益以及扣非前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同比上

升。 

4、现金流分析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078.78

万元、4,187.25 万元和-1,600.68 万元。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9 年增加 7,266.03

万元，主要系公司缩编减亏，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 3,293.26 万元，期

间费用减少，导致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3,715.78 万元。 

2021 年 1-9 月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70.67 万元，其中 2021

年 1-9 月，公司销售活动现金流入 45,273.8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 16,342.30 万元。购

买商品活动现金流出 30,145.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 13,648.35 万元。2021 年 1-9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主要系因受到公司自身销售规模不

断扩大、新冠疫情导致物流速度减缓，以及部分原材料电子器件存在缺货风险等因素影响，

公司合理增加备货，导致购买商品活动现金流出较大。总体上，虽然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比

增加，但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额大于现金流入增加额，导致 2021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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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运能力分析 

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8,271.48 万元、

8,173.53 万元和 3,547.54 万元，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4.04、4.73 和 8.07。2019 年以来，公

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逐年降低，应收账款周转逐步加快，主要原因系：（1）公司业务调整导

致工业 3D 打印业务规模持续下降，该业务板块涉及政府平台相关业务，应收账款规模较大，

缩减后该业务应收款项降低。2021 年 8 月末，公司出售剥离工业 3D 打印业务，该业务板块

的应收账款相应减少；（2）2019 年至 2021 年 1-9 月期间，公司进一步聚焦齿科数字化和专

业 3D 扫描业务，该两项业务回款速度较快，对应的应收款较少。 

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3,134.51 万元、

14,355.45 万元和 15,483.09 万元，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59、1.25 和 1.35。存货周转率降低主

要系在销售增幅较大的情况下，公司结合市场实际需求、物流以及原材料供应情况，保持合

理的产品库存，以保证能快速满足客户需求，从而导致存货有所增加所致。 

6、其他资产负债相关指标分析 

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75,720.08 万元、79,440.42

万元和 70,652.68 万元。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增加 3,720.34 万元，主要系公司盈利能力提

高，使得资产规模增加。2021 年 9 月末较 2020 年末减少 8,787.74 万元，主要系公司于 2021

年 8 月出售先临云打印和北京易加，导致总资产有所减少。 

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负债分别为 39,479.98 万元、40,612.19

万元和 22,907.58 万元。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增加 1,132.21 万元，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规

模扩大所致。2021 年 9 月末较 2020 年末减少 17,704.61 万元，主要系公司于 2021 年出售先

临云打印和北京易加所致。 

2019年末、2020年末和 2021 年 9月末，公司归母净资产分别为 31,944.42 万元、34,163.87

万元和 45,391.98 万元，主要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净利润增加以及出售工业 3D 打印业务

所致。 

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14%、51.12%和

32.42%，流动比率分别为 1.02、1.12 和 1.79，速动比率分别为 0.64、0.73 和 1.09。2020 年，

受益于出售捷诺飞股权，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有所改善。2021 年 1-9 月，随着主营业务的调

整，公司深化拓展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业务，进一步提高了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同

时，受益于出售先临云打印和北京易加，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得到进一步改善。因此，短期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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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能力方面，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长期偿债能力方面，公司资产负债率

呈下降趋势，长期偿债能力亦有所上升。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专注于高精度 3D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创新及产业化，主要从事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所处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持续研发新技

术、新产品。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研发及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

于公司核心技术及产品研发升级，增强资金实力及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 

1.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发行股票，以现金认购的，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

购权。”因此，本次定向发行对现有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2. 发行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 

 

本次定向发行属于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公司拟向 7名投资者（包含 2名在册股东）发

行股份不超过 4,600万股，发行对象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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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拟认购信息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

式 

1 厦门源峰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基金 15,000,0

00 

150,000,

000.00 

现金 

2 深圳和谐

成长三期

科技发展

股权投资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基金 10,000,0

00 

100,000,

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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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3 江苏国寿

疌泉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基金 7,000,00

0 

70,000,0

00.00 

现金 

4 乐普（北

京）医疗

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

投资者 

上市公司 5,000,00

0 

50,000,0

00.00 

现金 

5 李成火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自然人 4,000,00

0 

40,000,0

00.00 

现金 

6 方正证券

投资有限

公司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证券公司

另类投资

子公司 

3,000,00

0 

30,000,0

00.00 

现金 

7 杭州臻立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基金 2,000,00

0 

20,000,0

00.00 

现金 

合计 - - 
46,000,0

00 

460,000,

000.00 
-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①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0 年 9 月 4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LME77M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 1692 号万翔国际商务中心 2 号楼

北楼 406-6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LX842，备案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7249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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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管理人：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登记编号为 P1067897，登记时

间为 2018 年 4 月 2 日 

 

②深圳和谐成长三期科技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精创智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HNP8XE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裕社区新安六路御景湾花园 1 栋 402-7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GU125，备案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4 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7 日，登记编号为 P1000758，登记时间

为 2014 年 4 月 9 日 

 

③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7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寿（江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20PTWC8Y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36 号 201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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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JZ124，备案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7 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国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登记编号为 P1033329，登记时

间为 2016 年 8 月 29 日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73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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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6 月 11 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蒲忠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0084768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超前路 37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医疗器械及其配件；医疗器械及其配件的技术开发；提供自产产

品的技术咨询服务；上述产品的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300003。 

 

⑤李成火，身份证号为 3301211961****，居住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镇**村**号。 

证券账号：0034828238，合格投资者类型：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⑥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8 月 7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06647317R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二层 208 室 

经营范围：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股权等

另类投资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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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为《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一批）》

中公示的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 

 

⑦杭州臻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8 年 8 月 8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臻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CDL0G0A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1 号 167 室-6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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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正在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私募基金管理人：浙江臻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登记编号为 P1033091，登记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4 日。 

 

（2）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①本次发行对象共计 7 名（其中包含 2 名在册股东），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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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具有参与公开转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的合格投资者资格。 

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

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之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

指引》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③是否为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且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法

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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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的确认，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代持股等情

形，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的股权纠纷。 

 

（3）发行对象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登记备案情况 

发行对象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LX842，备案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其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程序，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发行对象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JZ124，

备案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7 日。其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程序，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发行对象深圳和谐成长三期科技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

金，基金编号为 SGU125，备案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4 日。其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程序，符合投资者适

当性要求。 

发行对象杭州臻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其正在办理私募基

金备案手续。 

发行对象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李成火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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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和备案手续。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5）发行对象之间的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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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10.00元/股。 

1、价格确定方式及合理性 

（1）每股净资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为 1.09 元，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2）二级市场价格：审议本次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价格

最高为 14.77 元，最低为 12.18 元，均价为 13.33 元。 

（3）前次发行价格：发行人最近一次股票发行于 2016 年 1 月完成，该次股票发行价格

为 15.50 元/股，发行股数 940 股，融资资金 14,570.00 万元，据此发行价格计算，公司投后

估值为 242,032.50 万元。2016 年 4 月，发行人实施了权益分派，以当时总股本 156,15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总股本增至 31,230 万股。以最近

一轮融资投后估值 242,032.50 万元计算，每股价格为 7.75 元。本次发行定价不低于前次发

行价格。 

（4）权益分派：公司自 2018 年至今不存在权益分派，本次发行价格无需考虑权益分派

的影响。 

（5）限售期：发行对象对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愿限售 12 个月。 

（6）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并结合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等多种因素，

从而确定每股发行价格为 10.00 元。 

2、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及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

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本次股票发行不

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具体原因如下：（1）本次股票发行，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的股票认购合同中约定认购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无需向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不以业绩

达到特定目标为前提；（2）本次发行的目的在于募集资金用于研发项目、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助于公司核心产品研发升级，增强资金实力及提高市场竞争力，公司向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规定的投资者发行股份，不以获取职工、其他方服务或以激励为目的；（3）本次发行价

格为 10 元，系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

者沟通后协商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公允。综上，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3、如在董事会决议日至新增股票登记日期间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或其他股本调整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价格将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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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调整后发行价格=（原发行价格-每股现金分红金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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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本次拟发行股票的数量区

间为46,000,000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预计募集资金总额范围460,000,000.00元。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募集金额以实际认购结果为准。参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发行对

象需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全部股份。 

 

(五)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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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完成登记之

日起限售 12个月。 

 

(六)报告期内的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如下： 

序号 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项目备案情

况 
环评情况 实施主体 

1 
齿科数字化技术升级

及研发项目 
139,906,600.00 无需备案 无需环评 母公司 

2 
专业 3D扫描技术升

级及研发项目 
85,571,700.00 无需备案 无需环评 母公司 

3 

高精度 3D数字化技

术与核心器件、关键

算法研发项目 

114,130,900.00 无需备案 无需环评 母公司 

4 补充流动资金 120,390,800.00 - - 母公司 

合计 - 460,000,000.00 - - - 

 

近年来随着产品应用市场的快速发展，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用于优化、升级齿科

3D 数字化与专业 3D 数字化设备，开发核心软硬件与算法，从而继续拓展并深入市场应用

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全学科的研发人才团队建设是公司

的重要资源之一。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对技术研发与储备的需求成本亦不断提高，预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1-085 

计员工工资、奖金等支出将持续增长。本次募集资金用于上述项目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实

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公司整体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与全体股

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齿科数字化技术升级及研发项目 

本项目将围绕现有齿科数字化主要产品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齿科桌面 3D 扫描仪和齿

科 3D 打印机进行升级及研发。本项目将升级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结构、性能、软件等，进

一步提高数据识别的准确度和软件数据处理的智能化程度，并开发不同型号产品满足用户差

异化应用需求；同时，围绕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的深度垂直应用需求，公司还将开发面部 3D

扫描、下颌运动轨迹获取，研发、优化口腔状况分析、医患沟通、医技沟通、订单管理等软

件平台功能模块，依托齿科口内 3D 扫描仪这一数据入口，以软件平台为中枢，构建出集接

诊、数据采集、设计沟通、加工制作、订单管理、患者随诊等于一体的精准高效齿科数字化

解决方案系统。 

此外，本项目还将升级齿科桌面 3D 扫描仪性能，稳步提升其分辨率、扫描精度及扫描

速度，优化智能扫描算法；同时升级齿科 3D 打印机性能、软件，优化 3D 打印耗材应用技

术，提高 3D 打印速度及打印质量，开发高效 3D 打印设备。本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3,990.66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及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T1 T2 T3 T4 合计 

占项目

总资金

比例 

1  设备费 299.30 414.00 77.50 63.50 854.30 6.11% 

2  人员经费 1,989.40 2,837.37 3,147.49 2,327.68 10,301.93 73.63% 

3  材料费 194.50 241.50 250.50 158.00 844.50 6.04% 

4  

测试化验

加工设计

费 

282.30 296.10 247.60 92.00 918.00 6.56% 

5  
燃料动力

费 
29.50 37.80 38.00 26.20 131.50 0.94% 

6  
知识产权

事务费 
133.76 152.77 160.77 118.74 566.04 4.05% 

7  其他 100.72 104.72 102.72 66.22 374.38 2.68% 

项目总投资 3,029.48 4,084.26 4,024.58 2,852.34 13,990.66 100.00% 

 

2、专业 3D 扫描技术升级及研发项目 

本项目将着力研发提高三维重建的数据质量、三维重建速度及三维重建智能化程度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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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技术，支撑专业 3D 扫描设备升级迭代。公司将研发大数据量的无线传输与计算技术，

优化动态场景的实时重建算法，支撑具有手持形态的 3D 扫描仪向无线化方向发展，实现更

自由、更便捷、更大空间、更安全的扫描目的。同时，本项目还将研发包括入门级 3D 扫描

设备、小型化计量级 3D 扫描设备在内的多种新品，完善产品体系。 

此外，该项目的投入还将用于进一步升级计量级 3D 扫描仪的相机、投影系统、数据处

理算法、设备控制软件及其交互逻辑，使其在功能上具有多种模式，既可应用于大场景扫描，

又能良好地重建出较小被测物体的细节，在使用体验上更能满足国际化需求。 

此外，本项目还将搭建云端软件平台，提供数据设计、展示、流动的工具及渠道，并积

极探索、挖掘高精度 3D 数字化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本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557.17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及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T1 T2 T3 T4 合计 

占项目

总资金

比例 

1  设备费 181.00 235.00 18.00 0.00 434.00 5.07% 

2  人员经费 1,278.90 2,049.21 2,098.33 1,745.76 7,172.19 83.82% 

3  材料费 30.00 72.00 122.00 96.00 320.00 3.74% 

4  
测试化验加

工设计费 
32.00 95.10 75.10 60.40 262.60 3.07% 

5  燃料动力费 19.00 27.20 59.00 19.30 124.50 1.45% 

6  
知识产权事

务费 
44.53 69.54 44.83 29.97 188.87 2.21% 

7  其他 11.00 19.00 13.00 12.00 55.00 0.64% 

项目总投资 1,596.43 2,567.05 2,430.26 1,963.43 8,557.17 100.00% 

 

3、高精度 3D 数字化技术与核心器件、关键算法研究及开发项目 

公司的产品开发以基础技术研究成果为基石，核心器件、关键算法为支撑。核心器件、

关键算法的开发、优化及深度融合集成可在较大程度上解决 3D 数字化产品性能、图像质量

及数据处理速度等共性问题。 

基础技术方面，本项目将针对高精度 3D 数字化共性技术及未来可能具有良好市场前景

的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如高品质 3D 数据处理技术、大数据量 3D 模型的高压缩比表示及传

输技术等），探索该等技术的可行性，储备相关实现方案，以保持技术敏感度及响应技术商

业化需求的及时性。同时，为保证公司在高精度 3D 数字化领域的技术先进性，本项目将建

立并持续完善精度体系，建立精度实验室。 

核心器件方面，本项目开发、优化相机、投影系统等各类核心器件，升级无线传输、高

集成化结构设计、光机电算一体化控制系统设计等硬件技术，支撑 3D 数字化设备持续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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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无线化、模块化发展。 

关键算法方面，本项目优化、深化结构光立体匹配及三维重建、三维视觉测量高精度标

定等关键算法，打造新计算架构，开发、完善高性能的真实感渲染、数据驱动的模型设计、

算法硬件化等各类软件及平台技术，为产品实现智能化垂直应用提供底层技术方案。 

本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413.09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及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T1 T2 T3 T4 合计 

占项目

总资金

比例 

1  设备费 479.60 473.70 67.70 47.00 1,068.00 9.36% 

2  人员经费 1,705.20 2,679.74 2,972.63 1,939.73 9,297.30 81.46% 

3  材料费 34.00 89.00 138.00 115.00 376.00 3.29% 

4  
测试化验加

工设计费 
4.40 4.40 4.40 4.40 17.60 0.15% 

5  燃料动力费 26.00 36.50 37.00 23.20 122.70 1.08% 

6  
知识产权事

务费 
68.30 68.30 66.30 94.29 297.19 2.60% 

7  其他 70.00 60.00 62.00 42.30 234.30 2.05% 

项目总投资 2,387.50 3,411.64 3,348.03 2,265.92 11,413.09 100.00% 

 

4、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对运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2,039.09 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购买光学部件、电子及电气部件、结构件等原

材料，支付人工成本、税金及其他公司日常经营开支等。补充流动资金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的反应能力以及市场

竞争力。随着公司在研发、生产、销售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公司近年来市场

份额不断扩大、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强，公司处于业务规模快速扩大的阶段，充足的流动资金

将为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提供支持。 

 

(八)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 

1、募集资金内控制度、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公司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

请公司 2021 年第五次股东大会审议。该制度已明确了募集资金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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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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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要求，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的规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按照《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次募集资金支出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根据信

息披露制度要求及时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披露。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将为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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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将严格按照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

将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切实履行相应决策

监督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专款专用。 

 

(九)是否存在新增股票完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1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或者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期定期报告。 否 

2 

最近 12个月内，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被全国股转公司采取书面形式自律监

管措施、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因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等。 

否 

 

(十)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定向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十一)本次发行是否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 2021年 10月 29日，公司共有 1,747名在册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

数累计超过 200人，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十二)本次定向发行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公司不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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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中亦不包含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十三)表决权差异安排 

本次发行无表决权差异安排情形。 

 

(十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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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 

2、《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相关附生效条件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股票发行对象及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的议案》； 

4、《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6、《关于修订<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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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 

 

四、本次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 

（一）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1、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项目研发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将进一步聚焦高精度 3D 数字化技术，加大齿科数字化解决方案与专业 3D 扫描建模应用

的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资本实力将进

一步增强，公司的资产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将获得提高，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

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因此，本次发行能够增强公司在

高精度 3D数字化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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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尚无于本次发行完成后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完成后，不

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二）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得到提高，资产负债

结构更趋稳健，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可以满足公

司在发展过程中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公司研发项目进度，有利于推动公司产品技术升级，

短期内将导致公司研发费用的增加，以及折旧摊销的增加，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提高公司的

盈利能力。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货币资金将增加，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量得到较大提高，改善公司整体现金流情况。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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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

业竞争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对象以资产认购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导致增加本公司的债务或者或有负债 

本次发行全部以现金认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情形，不会导致增加本公司债务或者或有

负债。 

（五）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2021 年 11 月 10 日，李诚、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

定李诚、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在先临三维股东大会会议提案及表决、董事与监事

人选的提名及表决以及在公司其他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中均意思表示一致。李诚、李涛、

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合计控制公司 119,205,56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9%。本次

发行前，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通过与李诚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方式，与李诚一

起共同成为先临三维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按照本次发行数量上限 4,600 万股计算，共同实际控制人李诚、李涛、黄

贤清、赵晓波、江腾飞的持股数量不变，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将为 32.06%，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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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定向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项目研发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

开展，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

有所提高，对其他股东权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资金流动性增强，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对其他

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七）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1、发行审批风险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全国股转系统自律审查通过以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定向发行能否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相关监

管部门的核准文件存在不确定性。 

2、市场或经营前景变化的风险 

由于 3D 数字化行业尚为新兴行业，市场培育期相对较长，未来发展前景与方向不确定

性较大，在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领域有 Align、3Shape、Artec 3D、Creaform 等海外优

质企业，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可能会使公司市场份额受到挤占，公司存在市场或经营前景发

生变化的风险。 

3、业务调整及聚焦的风险 

公司基于现有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和资金储备，决定聚焦齿科数字化、专业 3D 扫描等

业务领域，并已剥离工业 3D 打印业务板块。上述业务调整和聚焦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改善财务状况，但也使公司业务更为集中。若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 扫描业务的产业政策、

行业监管及市场环境等未来出现不利变动，则可能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造成更大影响。 

 

五、其他重要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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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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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转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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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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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6、截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形。 

7、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加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通过与李诚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方式，

与李诚一起共同成为先临三维的实际控制人。2021 年 11 月 10 日，李诚、李涛、黄贤清、

赵晓波、江腾飞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李诚、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在先临

三维股东大会会议提案及表决、董事与监事人选的提名及表决以及在公司其他决策的提议和

表决过程中均意思表示一致。李诚、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合计控制公司 119,205,56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9%。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诚增加为李诚、李涛、

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 

 

六、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发行对象）：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和谐成长三期科

技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乐普

（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臻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正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李成火 

股份认购协议签订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 

（二）认购方式、认购价格、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乙方全部以现金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 

认购价格：10.00 元/股。 

支付方式：乙方将根据甲方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的规定，将认购资金全额支付到甲方专用

账户，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在甲方本次发行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股转公司出

具的无异议函且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核准文件后生效。 

（四）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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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相关股票限售安排 

乙方对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愿限售 12 个月，限售期自认购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

成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算。 

（六）特殊投资条款（如有） 

本次定向发行不存在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特殊投资条款的情况。 

（七）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至甲方完成新增股票登记手续前，本次发行终止的，若届时乙方已支付认

购款，则甲方应于本次发行终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认购款返还至乙方，并返还该

笔款项自乙方汇入甲方账户之日起至甲方退还给乙方的期间内产生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

该情形下，本协议自甲方将乙方认购款及加计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全额返还至乙方账户之日

起终止。 

（八）违约责任条款 

6.1 本协议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

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6.2 本协议生效后，若认购人未按照本协议及甲方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按时足额支付认购

款的，则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本次应付未付的认购款的 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应在违约

行为发生后的一个月内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内。 

本协议生效后，若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或拒绝依本协议向乙方足额定向发行股份（因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机构的要求出现新的规定或变化而导致本次发行终止

的，不构成甲方违约），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次乙方可认购而甲方拒绝乙方认购的认购款

的 20%作为违约金。该笔违约金应在甲方违约行为发生后的一个月内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

内。 

若协议双方在本次发行审核过程中或本次发行审核核准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

协议调整认购额度的，则双方互不构成违约。 

（九）争议解决 

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在一方发出协商解决的书面

请求后 30 天内未解决或未能解决争议的，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事项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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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位于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七、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 中金公司 

住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写字楼 2座 28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项目负责人 刘新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 张磊、齐中斌、张文召、蒋熠、孙丹青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11 楼 

单位负责人 章靖忠 

经办律师 孔瑾、王鑫睿、吴旨印 

联系电话 （0571）87901110 

传真 （0571）87902008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吕苏阳 

经办注册会计师 盛伟明、叶贤斌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四）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5号 1幢 401 

法定代表人 戴文桂 

经办人员姓名 - 

联系电话 （010）50939716 

传真 （010）5093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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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声明 

(一)申请人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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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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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李  诚                          李  涛                     赵晓波 

 

 

                                                                          

项永旺                          严  义                     徐晓刚 

 

 

                           

鲍宗客                      

全体监事签名： 

 

                                                                          

王琪敏                         陈婷婷                      李玉红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李  涛                         黄贤清                      赵晓波 

 

                      

江腾飞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日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1-085 

(二)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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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签名：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日 

  

 

 

                                                                           

李  诚                         李  涛                       黄贤清 

 

 

                                                       

赵晓波                          江腾飞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1-085 

(三)主办券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定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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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沈如军 

项目负责人签名： 

 

                 

刘  新 

主办券商加盖公章： 

 

中金公司 

2021年 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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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P a n- C hi na  Ce r t i f i ed  P ub l i c  Ac coun t a n t s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

明书》（以下简称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天健审〔2021〕638 号、天健审〔2020〕4426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

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引用上

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盛伟明  叶贤斌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吕苏阳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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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及经办律师对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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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员签名： 

 

                                                                           

孔  瑾                         王鑫睿                       吴旨印 

机构负责人签名： 

 

                 

章靖忠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021年 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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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一）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四） 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重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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