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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757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主办券商：中山证券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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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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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

并编制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报告期初尚剩余 2016年第三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新

增股票发行一次。 

（一）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经公司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组织定向股票发行一次。本次定向股票发行对象

预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 7 名投资者，预计发行股份 625 万股,募集

资金 10,000万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 元，实际向 6名发行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5,690,000 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1,040,000元。 

2016 年 10 月 24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亚会 B 验字（2016）0670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验证。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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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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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函（股转系统函[2016]8574）号。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购置生产设备 1,35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1,700万元、偿还融资租赁

款 682.209 万元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约为 5,371.791万元（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实际金额以扣除上述两项资金用途后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二）2017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2017年7月13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经公司2017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组织定向股票发行一次。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属于不

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发行对象须为不超过35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预计发行股份总额不超过700万股（含7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26元/股（含26元/股），

不高于人民币40元/股（含40元/股）。实际向7名发行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380,000股，发行价格为33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4,454万元。 

2017 年 10 月 18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亚会 B 验字（2017）0268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验证。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于 2017 年 11 月 07 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

登记函（股转系统函[2017]6448）号。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

行方案》，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生产设备 2,352.47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250

万元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约为 15,397.53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

金额以扣除上述两项资金用途后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实际募集资金 14,454万元，

补充公司所需流动资金调整为 9,851.53万元，2017年 11月 23日，公司披露《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编号：2017-070），募集资金用途为：购置生产设备

2,352.47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250万元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 9,851.53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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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月 17日，公司 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2016 年 10

月 23 日，公司连同中山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 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全部存入公司验资专户（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

部，账号：466010100100091200）。根据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6 年 12 月 9 日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2016

年 12月 21日，公司连同中山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市区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汇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第二

个指定账户，缴存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市区支行，账号为：

258535158132。公司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

户集中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连同中山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09 月 22 日全部存入公司验资专户（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分行营业部，账号：466010100100091200）。公司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中约定

的义务，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程序。 

公司报告期初剩余 2016 年第三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部分及 2017 年第

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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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

占用或转移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本次股

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6年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9月30日公告的《2016年第三次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偿还银行贷款、偿还融资租赁款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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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扣除上述两项资金用途后实际发生金额

为准）。根据2016年12月26日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对公司额度不超过 6,500万元（含 

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实际使用额度为2，

500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收回后，公司将该资金及相应收益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已使用 2016年第三次募集资金 77,600,288.84元，

收到银行利息收入 141,611.25 元，余额为 13,581,322.41 元。详见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7-016）。公司 2017 年 1 月至 6

月银行利息收入 473,806.17元,使用 2016年第三次募集资金 14,055,129.08元，

余额为 0元，具体如下： 

定向发行股票 项目 
金额 

（人民币元） 
备注 

2016年第三次

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

91,040,000元，

购买原材料、偿

还银行借款等） 

偿还银行贷款 17,000,000.00  

购置生产设备 13,588,787.28 
支出款项含部分银

行利息收入 

偿还融资租赁款 6,822,090.03  

补充公司所需的流

动资金 
54,244,540.11 

支出款项含部分银

行利息收入 

 合计 91,655,417.42  

注：2016年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合计 91,655,417.42元，包含同期

产生的银行利息 615,417.42元，银行利息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购买设备款。 

（二）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7 年 7 月 14 日公告的《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扣除上述两项资金用途后实际发生金额为准）。根据

股票发行方案对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的安排，2017 年

11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8），2017年 11月 15日公司将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以自筹资金先行偿还

的银行贷款 2,250万元及设备款 13,995,746.20 元进行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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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 2017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 134,729,198.36

元，收到银行利息收入 386,680.12元，余额为 10,197,481.76元。 

定向发行股票 项目 
金额 

（人民币元） 
备注 

2017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

144,540,000元，

购买原材料、偿还

银行借款等） 

偿还银行贷款 22,500,000.00 
自筹资金先行偿还

后募集资金中置换 

购买设备款 16,903,446.20  

 其中

13,995,746.20系自

筹资金垫付，后用募

集资金置换 

补充公司所需的流

动资金 
   95,325,752.16 

支出款项包含货款、

手续费、工本费 

合计  134,729,198.36  
不包含银行利息收

入  

注： 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为 9,810,801.64 元，报

告期内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收入 386,680.12 元，尚未使用金额

10,197,481.76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 9月 3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第三

次股票发行方案》， 募集资金用途为：购置生产设备，偿还银行贷款，偿还融资

租赁款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2016 年 12月 26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的

议案》，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购置生产设备，偿还银行贷款，偿还融资租赁款，

购买保本型结构存款以及补充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符合《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

案》承诺的资金使用用途，未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未违规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

业务指南》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投资用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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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实施。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0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