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的专项核查报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作为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金格”、“公司”）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及 2017 年股

权激励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根据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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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对海金格以上两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于 2017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本次专项核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6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关于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股认购协议>》等议案。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400 万股（含

4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 元，发行方式为现金认购，并同意提请召

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

票发行方案。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16 年 6 月 27 日，海金格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已按

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的规定将认购款缴至公布的缴款账户。本次股票发行金

额 520 万元人民币已经全部到账，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16）第 BJ03-0019 号《验资报告》。 

2016 年 10 月 11 日，海金格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

系统函[2016]7380 号《关于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 



（二）2017 年股权激励股票发行 

2017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关于公司与

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64 万股（含 64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 元，发行方式为现金认购，并同意提请召开 2017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

票发行方案。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17 年 10 月 9 日，海金格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已按

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的规定将认购款缴至公布的缴款账户。本次股票发行金

额 96 万元人民币已经全部到账，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17）第 010127 号《验资报告》。 

2017 年 11 月 28 日，海金格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

系统函[2017]6701 号《关于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制定了《北京海

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2016 年 9 月 18 日、2016 年 10 月 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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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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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专户监管情况 

1、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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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公司已设立 2016 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专项帐户，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情况为：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宁支行 

帐户号码：20000032768400012666546。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认定为本次股票发

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

520 万元从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中披露的认购资金帐户转至为本次股票发

行开具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2016 年 9 月 27 日，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宁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2017 年股权激励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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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公司已设立股权激励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专项帐户，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情况为：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河路支行 

帐户号码：20000032768400018974146 

2017 年 10 月 16 日，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滨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按照已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用途，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未发

生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将该笔流动资金用

于强化公司品牌宣传，加强公司市场推广力度；全面加强公司信息系统建设，完

善公司信息系统构架；引进人才，提升公司现有人才的资源竞争力等。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 376.89 万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

息扣除手续费为 1.1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144.21 万元。具体情况为（单位：万



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0.00 
2017年 1至 12月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 
284.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

额 

376.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

金累计使

用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

金累计使

用金额 

2017年 1至 12

月募集资金使

用金额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是 否 

其中：品牌宣传 115.07 52.44 62.63   

人员工资 251.98 39.94 212.05   

信息系统建设 9.84  9.84   

合计 376.89 92.38 284.52   

（二）2017 年股权激励股票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实缴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灿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

出资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全部

使用完毕。具体情况为（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6.00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

使用金额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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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

使用金额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实缴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灿明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出资

额 

96 是 否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无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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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先后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2017年 8月 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网站（http://www.neeq.com.cn）

披露了《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

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核查方法和核查方式 

1、核查方式：现场核查 

2、核查地点：海金格办公室 

3、核查方法及措施： 

（1）查看海金格主要生产、经营、管理场所； 

（2）对有关文件、原始凭证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查阅、复制。 

七、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核查，主

办券商认为： 

公司已将海金格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海

金格 2017 年股权激励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实缴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灿明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出资额，且分别与 2016 年 6 月 8 日、2017 年 9 月 12 日披

露的《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用

途一致，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