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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出具的“审核函〔2021〕020133 号”《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

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已收悉，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认真地

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含义说明如下： 

意见落实函问题 宋体（加粗） 

意见落实函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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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结合现有资金使用安排和拟实施项目计划，进一步说明本次募集

资金需求测算的合理性,并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关于本次募集资金需求测算的合理性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二、（九）本次募

集资金需求测算的合理性”中补充披露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资金需求 

本次募投项目“细胞治疗产业化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额为 30,156.64

万元，具体资金来源如下： 

项  目 金额（万元） 备注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30,156.64  

前次募投项目变更用途 

投入本次募投项目金额 
6,010.65 

含利息和理财收益等，截至

2021年 3月 31 日的数据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21,000.00  

尚需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3,145.99  

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相对较大，发行人结合前次募集资金结余情况，以

及自用资金使用计划等，通过本次可转债发行适当募集资金投入该项目，有利

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2、本次募集资金需求测算的合理性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30,622.68 万元，其中约

6,010.65 万元为前次募集资金拟变更投资使用于本次募投项目。虽然公司目前

持有的货币资金金额相对较大，但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同样较大。公司的资金

需求及货币资金的主要用途与安排如下： 

（1）保证正常流动资金的需求  

2020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0,023.75 万元，2020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53,999.37 万元，整体运营规模较大，对应营运资金需求也相应较大，为保持公

司日常经营和发展，公司需要预留一定的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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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0 年 2 月 12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流动资金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及其附件《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测算参考》的计算方法，

相关指标数据计算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周转天数（天） 51.97 

存货周转天数（天） 257.02 

预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57.34 

预付账款周转天数（天） 31.26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天） 56.47 

营运资金周转次数（次/年） 1.59 

2020 年销售利润率 24.16% 

2020 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20,023.75 

预计 2021 年度销售收入增长率 12.20% 

营运资金需求量（万元） 10,716.54 

注：公司 2019 年、2020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12.20%，假设 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

增长率与 2019 年、2020 年平均增长率相同。计算公式：营运资金需求量＝上年度销售收

入×（1－上年度销售利润率）×（1＋预计销售收入年增长率）/营运资金周转次数；营运

资金周转次数＝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预付账款周

转天数－预收账款周转天数)；周转天数=360/周转次数 

根据上表，公司 2021年营运资金需求量约为 10,716.54 万元，即公司需保

持约 10,716.54万元的可随时动用货币资金，以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需求。 

（2）公司拟实施的重大项目资金需求  

目前，公司目前筹备的实施投资的项目主要为本次募投项目“细胞治疗产

业化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以及“滤膜项目（暂定名）”等 2个项目，项目投资总

额合计约为 40,156.64 万元，扣除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投资于本次募投项目的

6,010.65 万元（含利息等）及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的 21,000.00 万元外，该

等项目建设尚需公司自筹资金约 13,145.9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阶  段 计划投资额 
拟使用本次

募集资金① 

尚需自筹资

金投入 

细胞治疗产业化装备制

造基地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已经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 
30,156.64  21,000.00 3,145.99 

滤膜项目（暂定名）② 
已经总经理办公会讨论通过，

正进行详细可行性研究论证 
10,000.00 - 10,000.00 

合  计 - 40,156.64 21,000.00 13,145.99 

注：①不包含前次募集资金变更于本次募投项目的金额；②滤膜项目（暂定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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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公司微孔滤膜等产品和技术的基础上，将该等技术在水处理、制药工业、食品饮料行

业等领域拓展应用。 

上述项目中，“细胞治疗产业化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系本次募投项目，已经

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

或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滤膜项目”

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通过，并已成立滤膜事业部，正进行详细的可行性

研究论证和方案设计，之后根据公司制度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后（预计投资金

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计划以自筹资金的方式予以投入。 

因此，为保障公司筹备项目的建设有序完成，需储备一定的资金。 

（3）预防性资金需求  

预防性资金需求是指企业为了应付突发事件而持有一定数额的现金。预防

性货币资金储备的动机主要是为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行业竞争激烈的背景

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2018 年以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周期波动，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

2021 年以来新冠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等，都使得公司面临的

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增多。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周期波动、偶发性公共安

全事件发生的局面下，危机与机遇并存，为了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维持在不

确定因素影响下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公司需保留必要的预防性资金，

以防范极端情况下的风险。  

2020 年公司的经营付款周期约为 113.81 天，2020 年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

现金流出金额为 18,949.76 万元，在无回款的情况下按照 113.81 天的经营活动

现金流出量来估计需要保留的预防性资金额。据此计算，公司需要保留的预防

性资金需求金额约为 5,990.90 万元。 

该等预防性资金，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可以作为现金弹性空间，把握企业

竞争机遇。企业发展机遇稍纵即逝，需要在机遇来临时予以充分把握。对于公

司而言，留有部分现金弹性空间，无论从内部发展、外部发展方面，都有重要

的意义。  

具体而言，在企业内部发展方面，留有部分现金弹性空间，可以在采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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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优势，有利于采购议价，降低采购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

优势；在企业外部发展方面，留有部分现金弹性空间，还可以在新兴领域快速

切入、借力资本把握整合机会、实现深耕及外延式发展的策略，强化产业链一

体化优势。 

综上，公司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持有的货币资金以及资金用途及缺口情

况归纳如下： 

序号 项  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2021年 3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0,622.68 
含前次募集资金剩余变更用

途的资金 

2 资金需求合计 56,864.08  

2.1 其中：保持营运资金需求 10,716.54  

2.2 两个主要筹备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总额 40,156.64 
含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的部分 

2.3 预防性资金需求 5,990.90  

3 资金缺口及解决方案 26,241.40  

3.1 其中：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21,000.00  

3.2 其他方式自筹资金 5,241.40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持有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30,622.68 万

元，暂时相对富余，但公司目前处于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营运资金、筹备项

目投资、预防性资金需求合计为 56,864.08 万元，资金需求相对较大，测算的

资金缺口为 26,241.40 万元，因此发行人拟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融资 21,000.00

万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前次募集项目变更的

相关公告等文件； 

（2）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查阅发行人有关投资项

目的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获取投资项目概况或者可

行性研究报告，测算和复核发行人营运资金需求，访谈发行人高管等，以确认本

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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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符合发行人实际需要，本

次募集资金需求的测算具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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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泰林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

见落实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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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落实函回

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叶大林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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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

之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白毅敏  史  屹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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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之回

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总经理签名： 

 

李  翔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