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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350      证券简称：万德智新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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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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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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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

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等相关规定，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专项

核查，并编制了《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其中 2014年 9月公司完成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1000万元（已于 2014

年使用完毕）；2015 年 10月公司完成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1080万元。公

司 2015 年 10月完成的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公司 2015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股票发

行方案》”），根据该方案，本次股票发行总计发行股票 300 万股，每股价格为人

民币 3.6 元，募集资金总额 1080 万元。截至 2015 年 7 月 30 日止，本次募集资

金 1080 万元全部出资到位。 

2015 年 8 月 7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审亚太

验字（2015）020330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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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月 8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了《关于武汉万德智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6604 号）（以

下简称“股份登记函”），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亦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光

大银行武汉书城路支行开立的一般账户中，账户名称：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银行账号：3845 0188 0000 10680。 

自验资日（2015 年 7 月 30 日）至公司取得股份登记函之日（2015 年 10 月

8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每日最低余额为 8,383,698.33元，低于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本次募集资金存在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发行备案申请确

认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 2,459,376.92 元的情形，提前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及股权收购。 

截至 2016 年 2 月 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故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投资或并购，补充流动资

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080 万元，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748,286.70 元，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800,000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0 

三、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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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748,286.70 

     具体用途：  

            补充流动资金—支付职工薪酬 194,492.24 

            补充流动资金—支付货款 243,700.00 

            股权收购 310,094.46 

四、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0 

注：上表中“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系公司 2015年使用，2016年不存在变更用途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 2015 年度使用部分具体使用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9 月 21 日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16-054）。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也未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未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

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但公司存在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本

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后，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使用 150 万元募集资金

用于向武汉因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专利，构成对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以上涉及的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如下： 

 

专利或著作权名称 专利号或登记号 原权利人 类型 

一种适于分布式并行处理

的森林烟花监测识别方法 

ZL201210146633.4 武汉因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一种林区监控视频中运动 ZL201110120821.5 武汉因科科技发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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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目标的鲁棒跟踪方法 展有限公司 

一种基于 XMPP的遥感影像

联合判读的方法 

ZL201110245741.2 武汉因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森林防火安全卫士 V1.0 2015SR166585 武汉因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软件著作权 

森林防火智能监控与预警

系统 V1.0 

2015SR166584 武汉因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软件著作权 

注：以上专利和著作权转让价格合计为 300 万元，其中 15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 2016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2015年度存在提前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共计 2,459,376.92 元，该部

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股权收购（其中支付货款 1,571,615.62 元、支付职

工薪酬 321,306.79 元、应交税费 48,690.21 元、销售费用 17,764.3 元、股权收

购 500,000 元）），不存在变更用途。但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后将募集资金

150 万元用于购买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属于对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 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武汉

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16-054），对上述违规情形进行了充分披露。 

除上述已披露问题外，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2016 年 9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公

司 2015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及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议案》、《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并经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年 9月 21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

《关于变更公司 2015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及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致歉公告》（公

告编号：2016-053）。主办券商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武汉万德智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使用募集资金之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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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在主办券商的督导下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1、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

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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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与管理，强化各方责任和义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承诺

在后续发行中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专户管理；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承

诺“未来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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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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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建立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本人将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如本人违反本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连

带责任。” 

3、公司出具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提

前使用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建立募集资金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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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在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

监管协议，在主办券商的监督下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股票发行方案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未来进行股票发行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强化各方责

任和义务，对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主体追究其责任。 

 

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