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莞市佛尔盛智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东莞市佛尔盛智能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尔盛”或“公司”）的持续督导券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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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股票发行

业务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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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问题解答（三）》）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佛尔盛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进

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本次专项核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佛尔盛于 2016年 12月 5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东莞市佛尔盛智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在

该方案中确定公司发行股份数量 2,105,263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9.5 元，预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8.50 元，且该方案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在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予以通过。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根据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大信验字【2017】第 18-00001 号《验

资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 月 7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

19,999,998.50 元，其中股本 2,105,263 元，其余扣除本次增资相关中介费用

365,500.00 元后人民币 17,529,235.50 元后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全部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额（元） 
1 新基地土地款 3,300,000.00 
2 新基地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7,700,000.00 
3 生产线等设备购置 3,00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999,998.50 



合计 19,999,998.50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 月 7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账号：692567889982），该账户同时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设立

的专用账户。2017 年 1 月 9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7 年 1 月 13 日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大信验字【2017】第 18-0000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供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制度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网站披露（公告编号 2016-024）。 

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东莞市佛尔盛智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 
开户账号 6925 6788 9982 

    公司严格按照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用途规划募集资金的管理，2017 年

度不存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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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本次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

资金的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 

（一）实际使用情况 

2017 年 2 月 10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东莞市

佛尔盛智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813

号）。根据公司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此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99,998.50 



减：相关发行费用 365,5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9,634,498.50 

    减：募投项目支出（注 1） 18,906,276.32 

    减：银行理财产品支出（注 2） 8,387,000.00 

    减：手续费支出 1,747.04 

    加：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注 2） 32,810.24 

    加：银行理财产品赎回（注 2） 8,387,000.00 

加：专户利息收入 22,636.6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81,921.98 

注 1：募投项目支出包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13,423,376.00 元和补充流动资金     

5,482,900.32 元。 

注 2：2017 年 6 月，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387,000.00 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

名称为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AMRJYL01），份额为 8,387,000.00 份，无固定存续期限。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理财产品余额为 0 元，并取得收益 32,810.24 元。 

报告期内，本次募集资金分项目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额（元） 已投资额（元） 

1 新基地土地款 3,300,000.00 3,889,000.00 

2 新基地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7,700,000.00 6,534,376.00 

3 生产线等设备购置 3,000,000.00 3,00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999,998.50 5,482,900.32 

合计 19,999,998.50 18,906,276.32 

注：子公司新基地土地款原预计投资金额为 330 万元，后经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程

序，实际成交金额为 388.90 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理财产品，购买金额 8,387,000.00 元，该理财产品概述如下： 

1、产品名称：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 

2、产品代码：AMRJYL01 

3、产品类型：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 

4、理财计划管理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投资份额：8,387,000.00 份 



6、风险等级：2 级，中低风险，本金亏损的概率较低，但预期收益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7、期限：无固定存续期限，可随时赎回 

2017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议案》并公告。由于

公司相关人员对公告内容理解有误，公司于 2017 年 6 月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

非保本浮动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而非转为定期存款，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披露信息与实际使用情况出现不相符的问题。发现以上问题后，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及时赎回全部理财产品，并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时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公告了《关于确认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且上述

议案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理

财产品投资 8,387,000.00 元本金全部收回，并累计取得理财收益 24,448.76 元，

未对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造成伤害。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分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额（元） 已投资额（元） 

1 新基地土地款 3,300,000.00 3,889,000.00 

2 新基地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7,700,000.00 6,534,376.00 

3 生产线等设备购置 3,000,000.00 3,00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999,998.50 5,482,900.32 

合计 19,999,998.50 18,906,276.32 

其中新基地土地款支出超出原预计使用金额 58.90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原

预计通过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程序取得 50 亩土地使用权，拟投资额为 330 万

元。后公司根据目前的发展战略和实际需要，经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程序实

际取得 96 亩土地使用权，实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税费金额合计为 687.79 万

元，同时，公司收到江华县工业区管委会经开区土地补偿款 298.89 万元，因此，

新基地的土地购置费实际发生金额为 388.90 万元。本次新增投资新基地土地款



的 58.9 万元（388.90 万元-330 万元），仍属于原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使用范围之

内，超出使用金额仍投资在公司新基地的建设中，公司不存在通过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7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对上述超

出原预计金额的新基地土地款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确认，同时将该议案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公告了《关于确认募集资金用

途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对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履行了相关的

信息披露程序。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除上述因公司相关人员对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告内容理解有

误，而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信息与实际使用情况出现不相符的问题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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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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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也不存在募集资

金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严格按

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

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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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查询

了募集资金账户，查阅了 2017 年度审计报告、由公司出具的年度和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以及相关会议文件，从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用途和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 

七、主办券商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全国中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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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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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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