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鸽科技”、“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灵鸽科技，证券代

码：83328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

—定向发行（一）》、《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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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主办券商”）对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6 年 12 月 22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

股票 280.00 万股，发行价格 5.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00.00 万元。本次

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全部到

账，缴存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惠山支行（账号：32050161716009833284），并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020 号

验资报告审验。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山支

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直接存于该专项账户，实行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6 日收到《关于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1327 号]，该账户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3 月 6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支，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符合相关规定。 



 

（二）2017 年股票发行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

票 744.80 万股，发行价格 4.1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090.92 万元。本次募

集资金用途为锂电一期项目的实施。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7年 7月 6 日全部到账，

缴存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惠山支行（账号：32050161716000000220），并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7）第 320ZB0010 号验

资报告审验。2017 年 7 月 14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

支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直接存于该专项账户，实行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8 日收到《关于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4965 号]，该账户自 2017 年 7 月 7 日至 2017

年 8 月 8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支，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符合

相关规定。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制度建立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2016 年 12 月 6

日，灵鸽科技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6 年 12

月22日相关议案经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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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票发行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发行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2016 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 

中国建设银行惠山支行 32050161716009833284 2437.98 

2017 年股票发行 中国建设银行惠山支行 32050161716000000220 19,330,048.54 



 

合计 19,332,486.52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说明 

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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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

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

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

题解答（三）》之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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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

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股份

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2017 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挂牌及挂牌后共募集资金 4490.92 万元，2017 年度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值为 5.21 万元，以前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2017

年度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575.59 万元。因预估 6 月中旬前公司多数订单仍处

于拓展、谈判阶段，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求不大，2017 年 05 月 12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授权公司运用闲置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期限短、流动性好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公司以 1400.00 万元投资购买中国建设银行保本型短期理财

产品“乾元添福”，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已到期，理财产品收益 126,997.26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933.25 万元（包括累计收

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第一次募集资金总

额 
14,000,000.00 

一、第二次募集资

金总额 
30,909,2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

费净额 
12,321.85 

加：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净额 
39,874.13 



 

加：理财产品收益 126,997.26 加：理财产品收益 0 

募集资金净额 14,139,319.11 募集资金净额 30,949,074.13 

二、募集资金使用 14,136,881.13 二、募集资金使用 11,619,025.59 

补充流动资金 14,136,881.13 锂电一期项目 11,619,025.59 

其中：原材料采购 11,551,515.70 其中：原材料采购 10,789,650.76 

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咨

询服务费 
600,936.97 项目研发费用 377,752.83 

差旅费 716,104.31 检测设备采购 96,000.00 

固定资产采购 134,916.00 项目推广 355,622.00 

员工薪酬福利费 213,889.25   

交通运输费 60205.24   

办公设备采购 15,379.66   

水电费 18,934.00   

房租 745,000.00   

保证金 80,000.00   

三、募集资金余额 2,437.98 三、募集资金余额 19,330,048.54 

注：发行费用未通过专户支付。 

四、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主办券商督导人员访谈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注册

会计师等人员，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2017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获取了公司出具的书面说

明，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



 

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七、主办券商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灵鸽科技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

执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灵鸽科技募集资金具体使用

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未发现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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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梁文彧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