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作为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股份”或“公司”）股票发行的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券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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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股票发行问答（三）》）（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等有

关规定，对远东股份 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情

况说明如下： 

一、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一）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 

1、股票发行概况 

经远东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采用不确定对象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股，每股实际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10,000 万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

资金用途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短期借款。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全部存入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开设的专用账户，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该次发行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财光华

审验字[2017]323002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取得《关于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的函》，本次股票发行的总股数为 20,000,000 股，其中限售 0 股、不

予限售 2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后续计划 

项   目 金  额 （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19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72,681.85 
二、募集资金使用 99,882,681.85 
其中:1、补充流动资金（合计） 71,582,681.85 
（1）购买原材料 54,982,681.85 
（2）偿还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16,600,000.00 
2、偿还短期借款（偿还农行借款） 28,3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远东股份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备案函取得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 

1、股票发行概况 

经远东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采用不确定对象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股，每股实际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16,200 万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

募集资金用途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全部存

入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开设的专用账户，金额为人民币 16,200 万元。该次发行

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7）第 323006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取得《关于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的函》，本次股票发行的总股数为 27,000,000 股，其中限售 1,547,501

股、不予限售 25,452,499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后续计划 

项   目 金  额 （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62,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17,5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2,578.23 
二、募集资金使用 158,984,000.85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合计 158,984,000.85 



1、集中采购原材料、支付员工工资和生产经营管理费用 83,140,052.68 
（1）集中采购原材料 74,313,469.52 
（2）支付员工工资 2,659,974.27 
（3）生产经营管理费用支出 6,166,608.89 
2、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和利息 75,843,948.17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051,077.38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远东股份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158,984,000.85 元，剩余 3,051,077.38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在本次股票发行

备案申请提交前，公司存在使用募集资金和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的

情况。其中，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偿还流动资金借款金额为 2300 万元，将募集资

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金额为 11,320 万元，针对提前使用的募集资金，公司

已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补足，并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上述资金全部打回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提交备案申请后至取得备案函前，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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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东北证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情况 

1、核查方法 

东北证券远东股份股票发行项目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与管理层沟通，

对远东股份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手段为：获取远东股份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以及使用的具体明细表；检查募集资金账户

对账单、抽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合同、付款凭证等支持性文件；董事会审议通

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公告文件、并与公司管理

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等。 

2、核查过程 

（1）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①是否存在取得备案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经核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7]323002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账单、公司出具的关于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公司不存在备案函取得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②是否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相关付款凭

证，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短期借款，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 

此外，公司主营业务为黑色碳粉、彩色碳粉、OPC、硒鼓的生产、研发和销

售及配套产品的销售，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的情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得用于股票

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的情况，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

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亦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

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 

③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的情况。 

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相关付款凭证、公司

出具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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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④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及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2016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已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公告发布《湖北

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制度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

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该制度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

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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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已经公司于 2016年 11月 21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实施。 



综上，公司已根据《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①是否存在取得备案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经核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7）第 323006 号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账单、公司出具的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在本次股票发行备案申请提交前，公司存在使用募

集资金和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的情况。其中，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偿

还流动资金借款金额为 2300 万元，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金额为

11,320 万元，针对提前使用的募集资金，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补足，并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上述资金全部打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提交备案申请后

至取得备案函前，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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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募集

资金的情形。 

②是否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相关付款凭

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远东股份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158,984,000.85 元，剩余 3,051,077.38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用途为采购

原材料、支付员工工资和生产经营管理费用、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和利息等补充流

动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此外，公司主营业务为黑色碳粉、彩色碳粉、OPC、硒鼓的生产、研发和销

售及配套产品的销售，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的情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得用于股票

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的情况，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

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亦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

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 



③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的情况 

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相关付款凭证、公司

出具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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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④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及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2016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已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公告发布《湖北

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制度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

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该制度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

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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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已经公司于 2016年 11月 21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实施。 

综上，公司已根据《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核查结论 

（1）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在取得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存在提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情

形；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短期借款、不存在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建立

了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158,984,000.85 元，剩余 3,051,077.38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用途为采购



原材料、支付员工工资和生产经营管理费用、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和利息等补充流

动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在本次股票发行备案申请提交前，公

司存在使用募集资金和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的情况。其中，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偿还流动资金借款金额为 2300 万元，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

账户金额为 11,320 万元，针对提前使用的募集资金，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补足，并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上述资金全部打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提交

备案申请后至取得备案函前，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建立

了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整改情况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备案申请提交前，公司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和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的情况。上述情况及整改结果已在《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中进行详细披露。其中，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偿还流动资金借款金

额为 2,300 万元，将募集资金转到公司其他银行账户金额为 11,320 万元。针对提

前使用的募集资金，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补足，并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

将上述资金全部打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确保以后股票发行事项合法合规，主办券商已要求远东股份采取如下纠正

和防范措施： 

（1）要求公司在主办券商的督导下组织相关人员系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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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2）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强化各方义务和责任，对于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决策主体追究其责任，从而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本次股票发行备案资料提交备案申请后至取得备案函前，公司不存在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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