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小科技”、“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小小科技，证券代码：

836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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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元证券”、“主办券商”）作为小小科技的主办券商，对公司 2017 年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进行了两次股票发行，分别如下： 

（1）2016 年度股票发行  

经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票不超过 550 万

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8.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675.00 万元，募集资金

用于偿还个人借款、购置机器设备和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6 年 11 月 18 日，

该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675.00 万元全部出资到位。2016 年 11 月 18 日，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天职业字[2016]16694 号验资报告。2016 年 12 月 1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出具《关于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6]9201 号），对公司该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2）2017 年度股票发行 

经公司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票不超过 1,000



 

 

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募集资

金用于购置机器设备和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7 年 11 月 22 日，该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 10,000.00 万元全部出资到位。2017 年 11 月 22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7]19153 号验资报告。2017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

具《关于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7]7301 号），对公司该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2016 年度股票发行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为该次股票发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且与主办券商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溪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实行共同监管。 

公司该次发行募集资金存储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溪支行

2610801021000053990 的账户中。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该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已做销户处理。 

（2）2017 年度股票发行 

公司为该次股票发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与主办券商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绩溪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实行共同监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如下：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溪支行 188745570050 55,662,170.03 

注：上表余额含结存利息 24,166.67 元。 

三、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6 年度股票发行 



 

 

2016 年度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在 2017 年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7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6,997,599.10 

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中介机构

发行费用） 
46,35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46,35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7,614,962.10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16.43%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2016 年实际投

入金额 
2017 年实际投

入金额 
截止 2017年 12月
末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补充流动资金 9,370,000.00 7,092,820.20 9,892,141.90 9,370,000.00 否 
购置机器设备 26,000,000.00 11,279,580.70 14,720,419.30 26,000,000.00 否 
偿还个人借款 10,980,000.00 11,000,000.00 0 10,980,000.00 否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

金余额 
0 

注：小小科技未就以上发行做效益测算 

公司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承诺的情况，募集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借款的部

分于 2016 年度多使用了 2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于 2017 年多使用了

761.50 万元。 

（2）2017 年度股票发行 

2017 年度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在 2017 年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44,361,996.64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中

介机构发行费用） 
99,1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44,361,996.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

额 
2017 年实际投

入金额 
截止 2017年 12月
末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购置机器设备 70,000,000 30,851,992.88 30,851,992.88 否 
补充流动资金 29,100,000 13,510,003.76 13,510,003.76 否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55,662,170.03 

注：小小科技未就以上发行做效益测算，上表余额含结存利息 24,166.67 元。 

四、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1）2016 年度股票发行 

经核查，公司 2016 年股票发行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募集资金用

于偿还个人借款的部分于 2016 年度多使用了 2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

于 2017 年多使用了 761.50 万元。 

经主办券商核查，根据该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如该次发行实际募集

资金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

款或其他途径解决。如果该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

一致，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

后予以置换。”小小科技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部分款项因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

资金需求时间要求不一致，故已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该部分先行投入资金应

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小小科技对“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的

理解存在错误，误认为前期的自筹资金投入后，相应金额的募集资金即可在全

部募集资金到位后直接用作其他用途，故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上

述超额使用的情形，变更了募集资金的相应使用用途，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金额为 763.50 万元。 

上述问题发生后，主办券商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中公告了《小小科技：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风险提示公告》，并督

促小小科技采取如下纠正和防范措施： 

①主办券商针对募集资金管理等事项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进行现场培训，全面学习并遵守相关法规及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

相应程序，切实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②截止至本报告出具日，小小科技已主动将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退回至募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17/2017-03-14/1489480404_704781.pdf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17/2017-03-14/1489480404_704781.pdf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③鉴于小小科技已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范围、

审批权限等内部控制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小小科技严格按照已有规章

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要求公司强化各方的责任和义务，

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④要求小小科技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许道益出具《承诺函》，承诺杜绝任何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的情形，并承诺个人承担违反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

造成的损失。 

（2）2017 年度股票发行 

经核查，公司 2017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提前使用、擅自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等违规使用的情形。 

五、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小小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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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科技 2016 年度股票发行在 2017 年度使用过程中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的情况，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小小科技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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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披露《关于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六、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 

主办券商督导人员访谈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查询了公司

银行账户，查阅了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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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存款明细账、对账单、

大额款项凭证等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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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情况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进行了核查。 



 

 

七、主办券商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小小科技 2016 年度股票发行在 2017 年度使用过

程中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小小科技已采取了相关措施，并承诺保障

今后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相关信息，保障后续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除此之外，小小科技 2017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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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2 日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三、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四、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五、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六、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
	七、主办券商的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