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58 

 1 / 13 

证券代码：831439        证券简称：中喜生态        主办券商：光大证券 

 

中喜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股票发行方案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喜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中喜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以下简称“原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8-032）。公司

于 2018年 9月 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中喜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根

据审核要求及公司最新情况对原发行方案进行了补充说明及修正，具

体如下： 

一、修改原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之（一）发行目的” 

修改前的内容：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产业市场拓展、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从而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

完善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修改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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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从而

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完善产业链条，

提高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修改原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之（七）募集资金用途” 

修改前的内容：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产业市场拓展、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从而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

完善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与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有所不同，新三板挂牌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

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募集资金总额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公司根据未

来发展规划，初步提出了一个按比例分配募集资金总额的意向性计划。待定向发

行结束后，公司将编制详细的项目资金安排计划，履行“三会”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具体使用分配计划如下： 

（1）产业市场拓展：计划使用约占 19.44%。 

（2）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计划使用约占 55.56%。 

（3）偿还银行贷款：计划使用约占 25.00%。 

公司承诺，不会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

业务的公司，也不会将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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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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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拟投计划表： 

募集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预计投入额（万元） 

1.产业市场拓展 7,000 

2.补充流动资金 20,000 

3.偿还银行贷款 9,000 

合  计 36,000 

1.募集资金用途必要性及测算过程 

（1）产业市场拓展 

本次股票发行拟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苗木产业市场拓展。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的并购功能，公司有意向在津、京、冀、蒙等地区以股权收购方式建立苗木生

产基地，扩大苗木种植规模。 

公司募集资金用于苗木产业市场拓展是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市场拓展，公司

拟在我国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收购建立苗木基地，以克服公司苗木市场营销区域

受苗木运输半径的限制，收购后，公司将通过嫁接技术、肥水管理等科学管理技

术，对这些苗木进行快速整形，在短期内将其改造为高档苗木进行出售，以实现

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通过收购相关苗木基地，可以降低公司相关区域客户采购的物流成本，

有利于公司深耕区域市场并进一步抢占该区域位置市场，提升公司客户服务水

平，增加公司销量，提升利润点，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公司现有的业务形

成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

预计相关收购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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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已考察了相关企业，并和其中部分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沟通

了未来并购的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公司将在和标的企业取得实质性收购意

向时，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绿色

发展将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公司通过收购股权，扩大规模，巩固在行业中的

地位。公司专注耐盐碱、沙化治理类苗木的研发、繁育、种植和销售，注重科技，

相继培育出“喜柳、金圣木、美人柽”等耐盐碱国家植物新品种，另有喜柳、喜

槐、喜栾等系列品种已获国家林业局的实审；公司依托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山东省林科院等科研单位为技术支撑，并与滨州学院等高等院校战略合作，产研

结合，提升研发能力，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国

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共同成立国际林木遗传资源中心，旨在促进林木资源的交易

和技术交流，为公司品种的引进和输出提供了平台，加强了内研外引，促进品种

多元化发展。 

“一带一路”经济带绿化建设、2022 年冬奥会、京津风沙源治理、国家公

园、田园综合体、三北防护林、雄安新区和海绵城市建设等国家级项目，为公司

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公司为了提高优质生态苗木的市场占有率，拟实施收购

计划，快速发展，为公司创造更高的利益增长点。 

（2）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①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流动资金能为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目前，公司业务处

于拓展期，产业链不断完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随着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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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在业务扩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

用于周转。根据销售百分比法测算，公司未来两年的营运资金缺口约为 21,397.78

万元。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能够快速补充流动资金，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约 20,000 万元，具体用途主

要用于补充经营性流动资产等，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补

充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具体科目及数额测算详见：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具体测算表。 

③资金需求的测算方法及过程 

公司关于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主要是基于销售百分比法，2014年、2015年、

2016年、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9,713.66万元、16,136.88万元、23,778.55

万元、21,446.58 万元，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30.21%。2017 年公司制定了“淘

劣存优，促园区、产品升级”经营思路，实施园区升级，加大了对低等级产品的

销售力度，价格较低的低等级产品销售占比较大，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园区

升级”是公司董事会结合市场发展制定的运营策略，主动出击，从苗木的“干、

形、枝、叶”着手，引种换头，改头换形，变次为优，增彩添色，提质增效，实

现品种多样化、差异化、系列化，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 

2017年公司通过实施园区升级打造，基地内苗木已逐步形成系列化、精品化，

通过技术改良后公司产品品类更加多元，结构合理，为市场提供更全面的供给，

满足于生态修复、城乡绿化、景观工程等多方面市场需求；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

国家战略，并写入宪法，全国生态苗木市场需求旺盛，预计公司 2018、2019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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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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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具体测算方法如

下： 

ⓐ 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 

ⓑ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营业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营业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确定流动资金占用额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确定流动资金需求 

2018 年度流动资金需求=2018 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7 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 

2019 年度流动资金需求=2019 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8 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 

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具体测算过程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占 2017 年

营业收入

比例 

2018 年 

预测 

2019 年 

预测 

一、营业收入 21,446.58   27,880.55 36,244.72 

二、经营性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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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3,332.07  15.54% 4,331.69 5,631.20 

预付账款 1,615.89  7.53% 2,100.66 2,730.85 

其他应收款 735.87  3.43% 956.63 1,243.62 

存货 29,500.46  137.55% 38,350.60 49,855.78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35,184.29  164.06% 45,739.58 59,461.45 

三、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4,097.00  19.10% 5,326.10 6,923.93 

预收账款 0.15  0.00% 0.20 0.25 

应付职工薪酬 75.75  0.35% 98.48 128.02 

其他应付款 0.12 0.00% 0.16 0.20 

经营性流动负债小计 4,173.02  19.46% 5,424.93 7,052.40 

四、流动资金占用额 31,011.27 144.60% 40,314.65 52,409.05 

五、流动资金需求   9,303.38 12,094.40 

预计未来两年流动资金需求合计  21,397.78 

备注：以上涉及的财务预测数据主要是基于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计情况进行的假设，所有

预测数据不作为公司的业绩承诺，投资者据此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测算，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 2018 年、2019 年的营运资金缺

口合计 21,397.78 万元。为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拟将 2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符合公司的实

际经营情况，是合理的、可行的。 

（3）偿还银行贷款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类型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3,000 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2,000 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4,000 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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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9,000.00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公司按照全国股转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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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将按照全国股转系统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为本次发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储和管理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修改后的内容：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从而

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完善产业链条，

提高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与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有所不同，新三板挂牌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

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募集资金总额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公司根据未

来发展规划，初步提出了一个按比例分配募集资金总额的意向性计划。待定向发

行结束后，公司将编制详细的项目资金安排计划，履行“三会”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具体使用分配计划如下： 

（1）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计划使用约占 75.00%。 

（2）偿还银行贷款：计划使用约占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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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诺，不会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

业务的公司，也不会将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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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拟投计划表： 

募集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预计投入额（万元） 

1.补充流动资金 27,000 

2.偿还银行贷款 9,000 

合  计 36,000 

1.募集资金用途必要性及测算过程 

（1）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①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流动资金能为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目前，公司业务处

于拓展期，产业链不断完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随着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公

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在业务扩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

用于周转。根据销售百分比法测算，公司未来三年的营运资金缺口约为

36,540.39万元。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能够快速补充流动资金，提高公司的资

金实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

争力。 

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约 27,000万元，具体用途主

要用于补充经营性流动资产等，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补

充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具体科目及数额测算详见：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具体测算表。 

③资金需求的测算方法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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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主要是基于销售百分比法，2014年、2015年、

2016年、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9,713.66万元、16,136.88万元、23,778.55

万元、21,446.58 万元，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30.21%。2017 年公司制定了“淘

劣存优，促园区、产品升级”经营思路，实施园区升级，加大了对低等级产品的

销售力度，价格较低的低等级产品销售占比较大，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园区

升级”是公司董事会结合市场发展制定的运营策略，主动出击，从苗木的“干、

形、枝、叶”着手，引种换头，改头换形，变次为优，增彩添色，提质增效，实

现品种多样化、差异化、系列化，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 

2017年公司通过实施园区升级打造，基地内苗木已逐步形成系列化、精品化，

通过技术改良后公司产品品类更加多元，结构合理，为市场提供更全面的供给，

满足于生态修复、城乡绿化、景观工程等多方面市场需求；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

国家战略，全国生态苗木市场需求旺盛，预测公司 2018、2019年、2020年营业收

入增长率为 30%。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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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具体测算方法如

下： 

ⓐ 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营业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营业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确定流动资金占用额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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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流动资金需求 

2018年度流动资金需求=2018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7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 

2019年度流动资金需求=2019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8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 

2020年度流动资金需求=2020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2019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 

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具体测算过程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占 2017

年营业收

入比例 

2018年预测 2019年预测 2020 年预测 

一、营业收入 21,446.58 
 

27,880.55 36,244.72 47,118.14 

二、经营性流

动资产： 
     

应收账款 3,507.44 16.35% 4,559.67 5,927.57 7,705.84 

应收票据 0 0.00% 0 0 0 

预付账款 1,615.89 7.53% 2,100.66 2,730.85 3,550.11 

存货 29,500.46 137.55% 38,350.59 49,855.78 64,812.51 

经营性流动资

产小计 
34,623.79 161.44% 45,010.92 58,514.20 76,068.46 

三、经营性流

动负债： 
     

应付账款 4,097.00 19.10% 5,326.10 6,923.93 9,001.11 

应付票据 0 0.00% 0 0 0 

预收账款 0.15 0.00% 0.19 0.25 0.33 

经营性流动负

债小计 
4,097.15 19.10% 5,326.29 6,924.18 9,001.43 

四、流动资金

占用额 
30,526.64 

 
39,684.63 51,590.02 67,067.03 

五、流动资金

需求 
  9,157.99 11,905.39 15,477.01 

未来三年流动

资金需求合计 
36,540.39 

备注：以上涉及的财务预测数据主要是基于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计情况进行的假设，所有

预测数据不作为公司的业绩承诺，投资者据此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7年年末应收账款取值是取得应收账款期末账面原值。 

根据上述测算，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营

运资金缺口合计 36,540.39 万元。为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增强公司竞争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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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拟将 27,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合理的、可行的。 

（2）偿还银行贷款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类型 贷款到期日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3,000 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2019.1.10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分行 
2,000 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2019.9.1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4,000 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2018.11.21 

合  计 9,000.00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公司按照全国股转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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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将按照全国股转系统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为本次发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储和管理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二、修改原发行方案“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

分析之（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修改前的内容：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产业市场拓展、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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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从而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

完善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将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带来积极影

响。 

修改后的内容：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从而

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完善产业链条，

提高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将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带来积极影

响。 

除上述修订信息外，发行方案其他信息披露内容不变，公司将同

时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中喜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中喜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