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量子”或“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挂牌，

证券简称：九州量子；证券代码：837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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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格式指引等相

关规定，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主办券商”）对公

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核查，自挂牌以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九州量子共完成股票发行 1 

次，其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桐乡都飞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3.18 元，拟发行

股票数量不超过 21,570,319 股（含 21,570,319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含 50,000 万元）。 

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完成本次发行股票认购。2016 年 9 月 21 日，北京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出资情况出具了《验资

报告》（[2016]京会兴验字第 55000003 号），截至 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向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票 17,328,97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1,685,524.60 元，扣

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405,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0,280,524.60 元。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了《关于桐乡都飞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



予以确认。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中天国富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子公司浙江科易理想量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易理想”）与公司、

招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中天国富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

公司浙江神州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量子”）与公司、招商银行

杭州萧山支行、中天国富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开立账户

作为公司 2016 年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九州量子 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 571909071110603 3,409,386.72 

科易理想 招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571910507710206 2,071,872.94 

神州量子  中国农业银行桐乡市支行 19372201040002523 41,702.06 

合计 5,522,961.7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在取得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公司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

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制人

或其他关联方占用转移的情形，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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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金额 401,685,524.60 

减：具体用途 213,166,601.56 



其中：1. 投资量子通信产业链企业——收购杭州沛卓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850,000.00 

2. 投资量子通信产业链企业——出资设立科易

理想【注 1】 
30,285,521.11 

3. 投资量子通信网络【注 2】 4,064,000.00 

4. 设立量子通信研发中心 39,686,580.45 

5. 补充流动资金 40,280,500.00 

减：暂时性使用 185,639,680.00 

其中：1、现金管理计划 110,639,680.00 

2、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4,893,612.42 

减：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2,249,893.7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5,522,961.72 

【注 1】：九州量子以 63,700,000.00 元募集资金对子公司科易理想进行出资。科易

理想设立募集资金第三方监管账户进行管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科易理想已实

际使用募集资金共 30,285,521.11，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计划使用

30,639,680.00 元，其他费用支出 840,527.62 元，获得利息收入 137,601.67 元，该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为 2,071,872.94 元。 

【注 2】：公司将投资建设量子通信网络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子公司神州量子。神

州量子设立募集资金第三方监管账户进行管理，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43,350,000.00 元，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神州量子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424,000.00 元，利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使用 40,000,000.00 元，其他费用支出 136.96 元，获得利息收

入 115,839.02 元，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1,702.06 元。 

经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转移

的情形，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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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第一次变更 

公司 2016 年股票发行预计募集资金金额与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净额存在一

定差异，为保证公司整体发展计划顺利进行，适应新产业的市场快速发展，同时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及业务开展、项目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司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

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 金额（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建设量子通信浙江省内试

验网络（一期） 
32,000 投资建设量子通信网络 15,745 

投资量子通信产业链企业 10,000 投资量子通信产业链企业 16,255 

设立量子通信研发中心 4,000 设立量子通信研发中心 4,000 

补充流动资金 4,000 补充流动资金 4,028.05 

合计 50,000 合计 40,028.05 

    （二）第二次变更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将募投项目——投资建设

量子通信网络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九州量子变更为神州量子，其中神州量子拟

实施的项目总金额不超过 7,500 万元（含 7,500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

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上述议

案。 

（三）第三次变更 

鉴于宏观环境及新形势变化，为保证公司整体发展计划顺利进行，适应新环

境、新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同时结合公司项目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投

资建设量子通信网络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11,41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投资

建设量子通信网络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5,745 万元（其中有 4,335 万元实

施主体为神州量子），剩余 15,745 万尚未使用，将其中 11,410 万元募集资金调整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实施主体神州量子的募资资金使用情况保持不变，具体调整



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 金额（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投资建设量子通信网络 15,745 投资建设量子通信网络 4,335 

投资量子通信产业链企业 16,255 投资量子通信产业链企业 16,255 

设立量子通信研发中心 4,000 设立量子通信研发中心 4,000 

补充流动资金 4,028.05 补充流动资金 15,438.05 

合计 40,028.05 合计 40,028.05 

并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述议案。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除上述三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情况外，无其他变更募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针对九州量子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一）查阅公司自挂牌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票发行备案文件及相应

的公告文件； 

（二）查阅公司自 2017 年截至目前有关募集资金使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等公告文件； 

（三）查阅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抽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文件、付款凭证

等支持性文件；  

（四）查阅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公告或合同文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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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经核查，公司 2017 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

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

理的违规情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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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



形，同时，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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