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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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释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方案》 指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 指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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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股票发行方案中各分项数据与合计数据存在差异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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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名称：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三）证券代码：834278 

（四）注册地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支路 66号 

（五）办公地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支路 66号 

（六）联系电话：（0532）87903188 

（七）法定代表人：张顼 

（八）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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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促进公司快速发展，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公司主营业务能力，提高市

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公司拟进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

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

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

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时，除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

特别安排的以外，公司现有股东对所发行的股份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因此，

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属于不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发行对象为《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及《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中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公

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

济组织等投资者，本次发行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名。 

如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则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或私募投资基金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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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 

（三）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 15.00 元/股，不高于人民币 22.00 元

/股。本次股票最终发行价格将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商业模式、公司成

长性、未来业务发展前景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后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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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不超过 1,000.00万股（含 1,00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15,000.00万元（含 15,000.00万元），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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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33,3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2016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所送（转）股已于 2016年 5月 31日直接记入股东

证券账户。 

公司在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前已经考虑了因前述转增股本情形而发生的

除权除息事项，故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不因前述转增股本做相应调整。公司在董事

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无需对发行

数量及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六）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安排 

1、本次股票发行法定限售安排 

参与此次发行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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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票发行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自愿限售安排。 

（七）募集资金用途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以每股 10.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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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发行普通股股票 5,486,000 股，共募集资金 54,860,000.00 元。截止 2017

年 7月 15日，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账。 

2017 年 8 月 3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缴

款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17）第 030012 号《验资报告》。

2017年 8月 31日，公司取得股份登记函。股票发行方案中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为通过向子公司注资的方式实施《新型金刚石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一期）》及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17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拟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17年 7 月 25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胶州支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兴业银行胶州支行为公司提供该次募集资金的第三方

存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账号为 522070100100179189。2017年 6月 10 日，公

司召开 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拟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公司于 2017年 5月 26日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自资金募集完成后，公司一直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兴业银行胶

州支行（账号：522070100100179189）进行管理。  

（3）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通过向子公司注资的方式实施《新型金刚石线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一期）》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止 2017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为

13,420,729.75 元。截止 2018 年半年末，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

资金专户已申请注销，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① 54,860,000.00 

2017年度利息收入② 54,130.10 

1 

通过向子公司注资的方式实施《新型金刚石线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一期）》，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子公司基本户金额 
50,000,000.00 

子公司基本户中用于实施《新型金刚石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一期）》所使用金额③ 
36,600,6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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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子公司基本户募集资金余额 13,419,873.52 

2 补充流动资金④ 4,892,724.53 

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⑤=③+④ 41,493,400.35 

2017年底募集资金余额⑥=①+②-③-④ 13,420,729.75 

其中：2017年底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56.23 

2017年底子公司基本户募集资金余额 13,419,873.52 

2018年上半年利息收入⑦ 6,917.07 

1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剩余资金转至公司基本户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⑧ 
856.87 

2 
子公司基本户中用于实施《新型金刚石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一期）》所使用金额⑨ 
13,426,789.95 

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⑩=⑧+⑨ 13,427,646.82 

2018 年上半年末募集资金余额⑪=⑥+⑦-⑧-⑨ 0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均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2、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 公司经营情况及预测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 280,125,425.71元，相比上

年同期增长91.09%；实现净利润 31,711,882.51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121.61%；

公司资产总计为 679,576,674.76 元，相比期初增长 34.41%；公司负债总计

479,963,881.30 元，相比期初增长 42.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555,035.59 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13,293,330.4 元；公司研发费用投入

23,237,991.82元，同比上期增长 64.19%。 

2018 年 5月 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被视为“光伏行业的急刹车新政”（以

下简称“531光伏新政”）。“531光伏新政”主要内容是：限制 2018 年需国家

财政补贴的新建光伏电站建设规模、降低新投运的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国家财政补

贴强度。“531 光伏新政”后，2018 年度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预期较 2018 年初的

市场预期大幅降低，2018 年 6 月份之后光伏行业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及波动，

光伏企业资金面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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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执行订单相比上年同期增加，库存原辅材料、库存商

品、发出商品相应增加；受“531光伏新政”影响，光伏企业资金面趋紧，公司

应收账款增加；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同比有所下降。 

为平衡行业波动给收入预测带来的影响，本次测算采用年复合增长率的方法，

相关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42,530.61  14,691.67  6,491.36  

同比增长率 189.49% 126.33%  

平均增长率 157.91% 

年复合增长率 155.97% 

本次测算增长率 40.00% 

（2）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算 

出于谨慎预估，假设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按照 40%的增

长率为预算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实际值 2018年至 2020年预计值 
2020 年预计值-

2017 年实际值 
金额 比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42,530.61 100.00% 59,542.85 83,360.00 116,703.99 74,173.38 

应收票据 7,297.59 17.16% 10,216.62 14,303.27 20,024.58 12,726.99 

应收账款 13,551.59 31.86% 18,972.23 26,561.13 37,185.58 23,633.98 

存货 14,553.82 34.22% 20,375.34 28,525.48 39,935.67 25,381.85 

预付账款 1,610.14 3.79% 2,254.20 3,155.87 4,418.22 2,808.08 

经营性流动

资产小计 
37,013.14 87.03% 51,818.39 72,545.75 101,564.05 64,550.91 

应付票据 2,507.00 5.89% 3,509.80 4,913.72 6,879.21 4,372.21 

应付账款 17,757.89 41.75% 24,861.04 34,805.46 48,727.64 30,969.76 

预收账款 4,241.71 9.97% 5,938.39 8,313.75 11,639.25 7,397.54 

经营性流动

负债小计 
24,506.60 57.62% 34,309.24 48,032.93 67,246.11 42,7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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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占

用金额 
12,506.54 29.41% 17,509.16 24,512.82 34,317.94 21,811.41 

注：（1）上表数据计算均取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2017年实际值以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 

（3）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为经营性流动资产减去经营性流动负债； 

（4）2018年、2019 年和 2020年数据为预计值，仅用于本次流动资金测算，不构成

盈利预测或承诺； 

基于上述，公司测算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至少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21,811.41万元。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其它资

金缺口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及其它方式予以补充。 

（3）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目前，公司正处于营业规模快速增长阶段，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及市场推广

费用等亦快速增长；未来公司亦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技

术、产品及服务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研发投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将持续

提高。基于上述，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一方面将有力

支撑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将会较好地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实现公

司的稳健成长。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所

持股份比例共同分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所涉及的《关于调整<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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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十一）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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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得存放非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

途；公司将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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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

务关系和管理关系发生变化，不存在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形成新的关联交易。 

（二）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预计将会有较大幅

度提升，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三）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所有者权益提升，资本实力增强，将有力

推动公司业务规模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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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其在公司的权益。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东结构将有所变动，不参与本次定向增发的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将有所稀释。本

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动。 

（四）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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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

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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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存在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

责的情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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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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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层至 26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项目负责人：曾伟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蒋阳 

联系电话：0755- 82130833 

传真：0755- 82133186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国金中心 B座 10-11楼 

单位负责人：赵靖 

经办律师： 赵昱东、谢欣 

联系电话：010-60613666 

传真：010-60613555 

（三）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东塔楼 15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经办注册会计师： 吕建幕、郭金明 

联系电话：010-68364878 

传真：010-6834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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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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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张 顼 
 

尚 华 
 

蒋树明 
     

  
 

  
 

  

胡振宇 
 

李学于 
 

于文波 
     

  
 

  
 

  

王传铸 
 

许志扬 
 

赵萃萃 

 

全体监事（签字）： 

     

  
 

  
 

  

魏玉杰 
 

郭 蕾 
 

赵 珊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张 顼 
 

尚 华 
 

李学于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 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