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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主办券商”）

作为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龙教育”或“公司”，

证券代码：831529）的主办券商，履行对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持续督导职责。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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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的相关

要求，海通证券对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2015

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现将核

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4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并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261.25

万股（含本数），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2.63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3,300.00 万元（含本数）。2015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

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能龙教育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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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104,716.9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895,283.02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2 月 5 日对公司

股票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5]第 450004)，确认募集资金到账。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

放于公司的银行验资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东苑支行，

账户名称：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账号：2011 0172 0900 0008 

947。2015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

具的《关于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5]5605 号），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2,612,500 股，其中不

予限售 2,612,500 股。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

账户名称：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940 52978。 

（二）2015 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5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并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于同日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2015

年 5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的更正公告》、《股票发行

方案》（更正后），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8,500,000 股（含 8,5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9.28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8,880,000 元（含 78,880,000 元）。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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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880,000.00 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263,207.5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616,792.45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7

月 2 日对公司股票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450094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公司已将

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的银行验资账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中

山分行，账户名称：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941 38208。

201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将本次全部募集资金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开

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账户名称：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6940 52978。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

的《关于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

系统函[2015]5605 号），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8,500,000 股，其中限售

6,000,000 股，不予限售 2,500,000 股。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在2014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2015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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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出台，公司均未与主办

券商、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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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存放于公司的银行验资账户。2015年5月

20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万元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开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账户名称：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6940 52978。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时，投资者缴纳的

认购款存放于公司的银行验资账户，2015年7月16日，公司将本次全

部募集资金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账

户名称：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940 52978。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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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2016

年8月，公司与主办券商、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只用来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无其他用途。公司将2014年度第一次、2015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余额纳入专户管理：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账户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中

山分行 
6940 52978 2,018,785.47

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中

山分行 

6940 52978 

（流动利C账

号） 

21,742,591.99
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23,761,377.46 - 

注：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的流动利C账户，经查询中国民生银行官方网

站，“对公流动利是一种对活期账户的增值服务”，流动利C是“在通知存款和

定期存款基础上进行最优的利率组合”。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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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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

告编号：2016-062）, 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管理、用途变更、管理

与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并于2016年8月23日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及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披露的两次《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两次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有关资金纳入公

司流动资金管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经

营和发展。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日记账、会计记

账凭证等资料的核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及结余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1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1,512,075.47

2 减：项目建设 36,418,064.42

3 减：补充流动资金 47,707,614.23

4 
其中：支付职工工资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47,707,614.23

5 减：偿还银行贷款 2,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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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减：收购股权 2,468,073.69

7 加：利息净收入 1,643,054.33

8 募集资金剩余金额 23,761,377.46

五、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与公司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所述募集资金用途相比，公司实

际使用2,468,073.69元用于收购资产，具体情况为：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2,468,073.69元用于收购安易讯科技（大连）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该事项已通过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并进行了披露，详见《第一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03）、《收购资产

公告》（公告编号：2015-004）。根据《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述收购资产的交易成交金额占公司净资产 

30%以下，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未发现

有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核查结论 

经海通证券核查，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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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能龙教育除“五、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中描述

之外，核查中未发现其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或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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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