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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069 证券简称：科飞新材 主办券商：兴业证券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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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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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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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司董事会对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

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下发的《关于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

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4893 号），确认公司该次股票发行

2,270,000 股，其中限售 2,270,000 股，不予限售 0股。公司新增股

份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

该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300 万股（含 300 万股），每股 5.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含 1,500.00 万元），发

行对象为新增合格投资机构三明市创业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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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投资者罗小华和黄柳鹏。截至 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已收悉该

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全额认购款项 1,135.00 万元，通过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该次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进行存储和管理，账号为 181020100100273811，并与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以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17 年 6

月 16 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出具致同验字[2017]第 351ZB0014 号《验资报告》。

该次募集资金用于加大公司研发力度，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

财务结构；用于碱式硝酸铜生产线建设以及新厂区建设，提高公司的

生产能力及盈利水平。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美支行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该次募集资金中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披

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拟投放于该子公司部分款项的存储和管理。户名：

厦门科飞气体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账号：129980100100234167。公

司控股孙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用于公司该次募集资金中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拟投放于该孙公司部分款项的存储和管理。户名：成都科飞自

源气动科技有限公司，账号：18102010010027667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完善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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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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8月 3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三明科

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及使用进行了约定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三

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金额共计 1,135.00 万

元，存放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 181020100100273811，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

分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规

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集美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该次募集资

金中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拟投放于该子公司部

分款项的存储和管理。户名：厦门科飞气体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账

号：129980100100234167。公司控股孙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明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该次募集资金中根据《股

票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拟投放于该孙公司部分款项的存储

和管理。户名：成都科飞自源气动科技有限公司，账号：

181020100100276670。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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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于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使用不存在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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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投资的情况，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该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35,000.00 元，截至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计使用募集资金 10,148,411.00 元，用于加大公司研

发力度，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用于碱式硝酸铜生

产线建设以及新厂区建设，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及盈利水平。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募集资金余额为1,215,206.20

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该次募集资金总额 11,350,000.00

该次募集资金使用合计 10,148,411.00

新厂区配套建设 2,892,658.00

碱式硝酸铜生产线建设 891,098.0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6,364,655.00

该次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利息收入 13,617.20

该次募集资金结余 1,215,206.2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各项使用明细如下：

募集资金各项使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新厂区配套建设

土建工程（面积合计约 3,160 平方米） 2,892,658.00

新厂区配套建设金额合计 2,892,658.00

碱式硝酸铜生产线建设

设备定制 663,160.00

其中：釜、罐等主要设备 438,525.00

仪器仪表 174,635.00

设备平台 50,000.00

安装环评费、试生产费用、审核验收费 227,938.00

碱式硝酸铜生产线建设合计 891,0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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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对控股子公司的投入 1,000,000.00

对控股孙公司的投入 3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5,064,655.00

其中：购买原材料 4.768.617.00

购买包装物 154.745.00

其他 141.293.0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合计 6,364,655.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投入的具体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控股子公司

收入 支出

收到母公司款项 1,000,000.00 -

设备购买（差示扫描量热仪） - 930,000.00

银行手续费 - 56.50

利息收入 89.46 -

合计 1,000,089.46 930,056.5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控股子公司余额 70,032.96

控股孙公司

收入 支出

收到母公司款项 300,000.00 -

开户存现 100.00 -

利息收入 157.65 -

实验室装修 - 27,318.39

实验材料购买 - 23,320.80

其他 - 39.00

合计 300,257.65 50,678.19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控股孙公司余额 249,579.46

四、是否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该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碱式硝酸铜生产线因为工艺设计

的原因，进度延后，而新厂区配套建设及流动资金需求量增加。在此

情形下，为顺利实施好项目建设及匹配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公司减少

对碱式硝酸铜生产线的投入，增加新厂区配套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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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由此涉及到对原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调整。

该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差异具体

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向

原计划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元）
占比

实际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元）
占比

超出既定比

例使用募集

资金的时间

超出金额（元）

1 新厂区配套建设 2,270,000.00 20.00% 2,892,658.00 25.49%
2017 年 12

月 20 日
622,658.00

2
碱式硝酸铜生产

线建设
3,745,500.00 33.00% 891,098.00 7.85%

3
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5,334,500.00 47.00% 6,364,655.00 56.08%

2017 年 12

月 26 日
1,030,155.00

其中:子公司-

厦门科飞气体动

力研究院有限公

司

1,700,000.00 注 14.98% 1,000,000.00 8.81%

孙公司-

成都科飞自源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

2,300,000.00 注 20.26% 300,000.00 2.64%

合计 11,350,000.00 100.00% 10,148,411.00 89.42% 1,652,813.00

注：该数字为 2017 年、2018 年预计合计数。

上述投入于“新厂配套建设”超出原定使用比例的 622,658.00

元资金用途为支付工程进度款、设计费及电梯款等，均为建设必需且

紧急的款项；而投入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部分的超出原定使用比

例的 1,030,155.00 元资金是支付公司紧急原材料款和包装物款等用

途。

上述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均在既定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内，公司

根据各募投项目运用资金的紧迫度对实际募集资金投向于各项目的

比例进行调整，主要系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促进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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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其结果并未导致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重大损害。

但因公司相关经办人员工作疏忽，公司对于该次募集资金的使用

计划进行变更并未提前履行相应的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亦未告知主

办券商。公司于2018年1月在对2017年度报表进行梳理时发现此事。

公司于2018年 1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

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公司于 2018

年 2月 14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

认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计划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向 经变更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占比

1 新厂区配套建设 3,027,073 26.67%

2 碱式硝酸铜生产线建设 1,043,613 9.19%

3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7,279,314 64.14%

其中:子公司-厦门科飞气体动力研

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0 8.81%

孙公司-成都科飞自源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300,000 2.64%

合计 11,3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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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认缴相

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披露；公司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备案函之前提前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对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进行存储和管理，账号为

181020100100273811，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美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该

次募集资金中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拟投放于该

子公司部分款项的存储和管理。户名：厦门科飞气体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账号：129980100100234167。公司控股孙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明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该次募集资金中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拟投放于该孙公司部分款

项的存储和管理。户名：成都科飞自源气动科技有限公司，账号：

181020100100276670。公司以此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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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相关章程及制度的规定。

公司核查发现，由于相关经办人员工作疏忽，对于该次募集资金

的使用计划进行变更并未提前履行相应的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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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梳理，公司于 2018 年 1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

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见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

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公

司于 2018 年 2月 14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

的《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由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均在既定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内，公司根据

各募投项目运用资金的紧迫度对实际募集资金投向于各项目的比例

进行调整，主要系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促进公司业务进一

步发展，其结果并未导致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重大损害。公司已对相关

经办人员进行了问责，并将在后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与

主办券商的沟通，公司还将在日后工作中加强规范管理意识，确保根

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

的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准确披露各类公告信息，杜绝此种

情况的再次发生。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科飞新材 2017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已经使用 10,148,411.00 元，剩余 1,215,206.20 元（包括募

集资金账户利息 13,617.20），募集资金使用与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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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一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要求，未发生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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