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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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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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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三”）等相关规定，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证券”、“主办券

商”）作为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

林生物”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对欧林生物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

况及意见如下： 

一、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6-039），

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4.5 元/股，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666

万股（含 666万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2,997万元（含 2,997

万元）。 

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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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根据中勤万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勤信验字【2016】

第 1133 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缴纳的出资

款 2,997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7 万元，其中：本

次注册资本由 18,902 万元增至 19,568 万元，实际出资额超

过注册资本的金额 2,33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6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函【2016】8330

号关于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 

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

使用完毕，余额为 0 元，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3、募集资

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

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 （四）

募集资金使用：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规定。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

司已根据解答三的要求，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及《关于

设立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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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与英大证券、中国建设银行成都锦城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锦城支行  

户名：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5105 0189 0836 0000 0477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募集资金账户与募集资金收付相关

的发生额汇总分析如下：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承诺投入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2,997 
补充流动资金 1,797 

偿还银行贷款 1,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募集资金结余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使用情况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万元） 

其中：   

职工薪酬 657.28 - 

研发费用 499.90 - 

燃料及动力 170.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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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469.14 - 

小计 1797.00 - 

偿还银行贷款 1,200.00 - 

合计 2,997.00 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募集资金已使用2,997.00万元,

余额为0元。 

经主办券商核查，上述募集资金欧林生物未用于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借予他人、委托理财

等财务性投资，或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

营业务的公司，或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或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或投资产品。 

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生变更。 

5、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经核查，公司募集资金认缴相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股东大会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

相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公司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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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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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规定及时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二、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7 年 1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7-001），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6.0 元/股，拟发行数

量不超过 1,000 万股（含 1,000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 万元（含 6,000 万元）。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根据中勤

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勤信验字

【2017】第 1042 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缴

纳的出资款 6,000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其中：本次注册资本由 19,568 万元增至 20,568 万元，实际

出资额超过注册资本的金额计入资本公积。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函【2017】2424

号关于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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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募集资金，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

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 （四）募集资金使用：

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

集的资金。”的规定。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

司已根据解答三的要求，由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并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与英大证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兴业银行成都青羊支行  

户名：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4312 1010 0100 0560 17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

金与补充购建固定资产资金，募集资金账户与募集资金收付

相关的发生额汇总分析如下：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承诺投入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6,000 补充流动资金 3,3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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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购建固定资产资金 657.38 

  理财收益（税后） 40.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募集资金结余 2046.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使用情况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万元） 

其中：  - 

职工薪酬 831.28 - 

研发费用 656.51 - 

燃料及动力 367.65 - 

日常费用 469.68 - 

应付款项 573.69 - 

原材料 436.96 - 

小计 3,335.77 - 

补充购建固定资产资金 657.38 - 

合计支出 3,993.15 - 

理财收益（税后） 40.06 2,046.91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募集资金已使用3,993.15万元,

剩余2,046.91万元。 

2017年5月25日，欧林生物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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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于参与银行定期存款或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

品，其目的是提高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

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产品，不会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开展。公司自2017年6月19日起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滚动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且在任一时点购买金额不超过3,000万人

民币，截止2017年12月31日累计获得理财收益为400,568.62

元（税后）。 

经主办券商核查，上述募集资金欧林生物未用于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借予他人、委托理财

等财务性投资，或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

营业务的公司，或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或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或投资产品。 

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生变更。 

5、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经核查，公司募集资金认缴及使用相关信息均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

台披露。 

公司已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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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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时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三、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英大证券认为：欧林生物 2017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及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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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答三等法

规和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