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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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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中新正大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公司章程》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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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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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中新正大 

证券代码：838141 

注册地址：柳州市三江县古宜镇侗乡大道98号三源小区D区1栋二层 

办公地址：柳州市三江县古宜镇侗乡大道98号三源小区D区1栋二层 

电话：0771-5533385 

传真：0771-5533219 

邮编：530000 

法定代表人：黎晓辉 

董事会秘书：刘汉春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目前业务面临较好发展机遇，为推动公司业务增长，进一步促进公司业

务发展，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健康发展，公司

拟向部分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用于拓展公司业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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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等规定条件

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35名，发行后公司累计股东人数不

超过200人。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公告之日，公司尚未确定本次股票发行具体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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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方法为：公司将结合自身发展规划，以优

先选择了解公司业务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与公司战略规划匹配度较高，认同公

司未来的战略规划，愿意与公司共同成长的投资者为原则，并由公司董事会与潜

在投资者以“一对一”方式沟通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合格投资者需与公司沟通并取得公司的确认后，于审议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

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后与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35名，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形式认购。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业务细则》第八条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

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人的股票有优先认购权。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

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

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对现有

股东优先认购事宜未作出限制性规定，由于本次发行股票以现金认购，故公司在

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认购权，认购上限为2017年9月18日（本次股票发行

的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若出现以下情况

之一，则视为在册股东自愿放弃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1）在册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签署放弃优先认购权的相关书面承

诺； 

（2）在册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未主动与公司联系并签署相关股份

认购协议； 

（3）在册股东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后未按照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规定期限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区间为人民币6.59-

8.23元/股，最终发行价格经与投资者充分沟通后确定。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审字（201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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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75 号《2016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42,767,640.26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06元，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684,060.33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86元。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系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水平、所处行业及自身的成长性

等各种因素，并与部分投资者协商后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1、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数量及募集金额：拟发行股数不超过6,830,000股（含6,830,000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009,700元-56,210,900元。 

3、若发行对象认购数量总额小于6,830,000股（不含6,830,000股），以发

行对象实际认购的数量为准，公司原有股东不承担相关股份认购的差额。 

（五）公司挂牌以来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自挂牌以来进行过一次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目前公司已办理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2017年5月16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议案内容为：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22,080,018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6.6股，共计派

送14,572,811.88股，结余未分配利润51,097.57元予以结转留存待以后年度分配。

同时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22,080,01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股（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资本公积余额为2,606,686.47元，其中，资本

公积中2,522,982.00元为公司股票发行溢价所形成，不需要纳税；剩余转增股本

的资本公积涉税；本次权益分派优先使用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共计

增股2,208,001.80股，转增股本后，剩余资本公积金398,684.67元。经上述派送

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38,860,831股，各股东持股比例

不变。具体实施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告的《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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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权益分派以外，公司在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办

理股权登记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会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产生相应

影响。本次发行价格已考虑上述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影响。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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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京分公司，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为不确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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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期签署的认购协议等相关

规定来确定。 

（七）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包括新增旅游专线项目

以及补充原有业务的流动资金，其中新增旅游专线项目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元，原有业务增长补充流动资金26,210,900元，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资金需求量（元） 占募集资金比例 

1 新增旅游专线项目流动资金 30,000,000 53.37% 

2 原有业务增长补充流动资金 26,210,900 46.63% 

合计 56,210,900 100% 

随着国内游和出境游需求持续增长，公司计划未来布局到国内二线核心城市

旅游市场，采取线路资源落地策略，贴近提供区域服务，提高游客便利性与舒适

度。公司计划新开设长沙-长滩、长沙-芽庄、郑州-曼谷、南宁-槟城、无锡-北

京、深圳-达尔文、深圳-柳州-成都和深圳-柳州-腾冲的旅游专线共八条，合作

的航空公司为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等。根

据合作条件预算，每条新增旅游专线的航线平均需向航空公司缴纳保证金约375

万元。由此，上述计划新增八条旅游专线保证金总计需求为3000万元（3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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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条专线）。 

2、本次募集资金用的必要性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游达到1.22亿人次，比2015年同期

增长4.3%（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出境旅游人次逐年增长，出

境消费金额逐年递增。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

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出境游增长态势明显，市场需求旺盛。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已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331,770.00元、98,189,660.30元、215,970,338.26元，复合增长率在 100%

以上。公司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后，面临的市场环境较好，公司的业务增长明显。 

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旅游专线数量的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等经营性流动资产

对资金占用额大幅增加，带来公司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未来两年，公司将加大

资金的投入量，迅速扩大自身经营规模。局限于原有城市线路发送旅客已不能满

足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需要，公司将通过开发更多城市旅游专线项目，公司

主营产品线路布局由南宁、桂林等原有城市延伸到广西区外，如长沙、南京等重

点城市。公司业务实现出境游服务属地化，可以进一步控制成本，保持并增加公

司市场规模优势，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增加公司获利能力。 

本次公司拟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有利于缓解在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时生产经营方

面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提升有积极的作用，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必要性。 

3、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依据公司多年来对旅游行业的熟知、产品运作的熟练程度及经验，同时以公

司2016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结合公司近两年的业务增长率、未来业务规

划及新增旅游专线等资源的情况，估算2017年、2018年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5%、

50%。 

同时，以2016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预测2017年、2018年的流动资产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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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对公司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

行估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2017年、2018年的数据仅用于

本次流动资金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具体公式为：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货币资金+应收账

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预收款

项+其他应付款） 

流动资金缺口=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基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公司2016年营运资金情况及2017-2018年预测流动资金缺口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6年末 

占营业收入比例

(%) 

2017年度/ 

2017年末（E） 

2018年度/ 

2018年度（E） 

营业收入 215,970,338.26 100.00 356,351,058.13 534,526,587.19 

货币资金 19,917,150.54 9.22 32,863,298.39 49,294,947.59 

应收账款 7,094,005.51 3.28 11,705,109.09 17,557,663.64 

预付款项 5,984,275.80 2.77 9,874,055.07 14,811,082.61 

其他应收款 22,589,925.91 10.46 37,273,377.75 55,910,066.63 

存货 - - - -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55,585,357.76 25.74 91,715,840.30 137,573,760.47 

应付账款 5,043,777.39 2.34 8,322,232.69 12,483,349.04 

应付职工薪酬 1,147,092.71 0.53 1,892,702.97 2,839,054.46 

应交税费 1,926,409.67 0.89 3,178,575.96 4,767,863.93 

预收款项 2,181,956.99 1.01 3,600,229.03 5,400,343.55 

其他应付款 4,431,322.41 2.05 7,311,681.98 10,967,522.96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4,730,559.17 6.82 24,305,422.63 36,458,133.94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

性流动资产合计-经营性

流动负债合计） 

40,854,798.59 18.92 67,410,417.67 101,115,626.53 

营业收入预计增长率 估算2017年、2018年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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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2017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17年流动资金占用额-2016年流动资金占用额； 

2018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18年流动资金占用额-2017年流动资金占用额； 

2017年度、2018年度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分别为2,655.56万元、3,370.52万元， 

合计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为6,026.08万元。 

特别说明：上述收入预测仅作为补充流动资金测算之用，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和业绩

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依据上述预测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损失的，公

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1：假设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与销售收入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以2016

年度为基期，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2017年度、2018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注2：公司2017-2018年的预计销售收入参考2015-2016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增长率，并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予以计算，该预计销售收入仅用于营运资金需求量的测算，不代表公

司对未来收入、业绩等的承诺。 

注3：公司2017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17年流动资金占用额-2016年流动资金占用额；

公司2018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18年流动资金占用额-2017年流动资金占用额；合计新增流

动资金需求=公司2017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公司2018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分别为2,655.56

万元、3,370.52万元，合计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为6,026.08万元。公司流动资金需

求较大，将使用本次募集的不超过5,621.09万元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

部分公司将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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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东按照发行后

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下列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 

1、《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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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属于《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公司将在本次发行

完成后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十一）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的存放及管理 

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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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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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票发行方案

后验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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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公司承诺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之前不会提前使用募

集资金。公司将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使用募集资金，每日核对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保证账实相符，每月与银行对账，保证账账相符。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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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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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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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将得到较好的改善，资金流动性增

强，保障了公司经营的扩张；公司股本规模、总资产、净资产有所扩大，公司的

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后，将加快提升公

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具有积

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而存在不能获得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的风险。 

五、前次募集资金的情况 

（1）前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自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进行过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情形。经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016年12月30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的议案。 

该股票发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股转系统函[2017]1808

号文核准，公司采用定向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1,300,000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7.7元/股，共计募集资金10,010,000元，已由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的认购方“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于2017年1月20日汇

入本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17）210012号)。 

（2）前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止2017年8月31日，前次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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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余额2,101.97元，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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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010,000.00  

减：发行费用               187,02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101.97  

二、募集资金使用             9,826,980.00  

其中：支付航班机票款             6,566,960.00  

      支付航班机税款             2,806,230.00  

      机场使用费               188,694.00  

      办公室租金等管理费用               265,096.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101.97  

（3）前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前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有积极的影响，提升了公司的总资产及

净资产规模，促进了公司整体效益和竞争力的上升，增强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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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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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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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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13号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项目经办人：黄永丽、鲁晓鹏 

联系电话：0771-5569385 

传    真：0771-5569659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住    所：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3号盈都东盟时代广场1号楼5楼 

单位负责人：林铸 

经办律师：廖国靖、廖首华、喻子玲 

联系电话：0771-5520114 

传    真：0771-5520114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国安大厦13层 

法定代表人：吕江 

经办会计师：利泽秀、夏如益 

联系电话：0771-5553806 

传    真：0771-55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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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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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黎晓辉          梁葆进          李  闯 

 

                                           

             尤光宇          杨建军 

 

 

 

全体监事签名：                                             

             袁悦笑          陈  诚          龚海峰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刘  锴          尤光宇          刘汉春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