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优印象（北京）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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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

定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要求，唯优印象（北京）国际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安排专人对公司 2017

年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唯优印象（北京）国际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2017 年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仅在 2017 年进行过一次定向发行，融资金额为

35,151,500.00 元（扣减发行费用后金额）。 

1、募集资金额及到位时间 

2017 年 01 月 16 日，唯优印象(北京)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出具

的《关于唯优印象(北京)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7]1502 号）确认，公司发行股票 5,450,000 股，其中限售 4,750,000

股，不予限售 700,000 股。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67 元/股，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35,151,500.00 元（扣减发行费用后金额）。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2 月 9 日出具编号为天衡验字

[2017]00015 号的《验资报告》审验。 

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01 月 24 日前存入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国贸支行账户，初

始存放金额为 35,151,500.00（扣减发行费用后金额）元。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6,641,854.48 元（不包

含承销费 1,200,000.00 元）元，其中各项目使用情况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151,5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6,641,854.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6,641,854.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 

2017 年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 2017年 12

月末累计投入

金额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影视剧、综

艺节目等项

目投资 

30,000,000.00 11,100,000.00 11,100,000.00 是 否 

原创 IP研发 2,000,000.00 541,854.48 541,854.48 是 否 

广告资源独

家代理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是 否 

合计 37,000,000.00 16,641,854.48 16,641,854.48 
  

3、募集资金年末余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0.53 万元，另外

1,850.43 万元用于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低收益的理财产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使用募集资金，每日核对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保

证账实相符，每月与银行对账，保证账账相符。同时，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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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的规定建立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规定。（二）募

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银行账户和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稳健

型投资理财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名称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万元） 

期末余额（万

元）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 699181699 3,515.15 0.53 



国贸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

国贸支行 
699181699（理财产品） 

 
1,850.43 

合计 
 

3,515.15  1,850.96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范围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自股票发行以来，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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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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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占用的情况。 

（1）在符合募集资金用途、方向、资金使用计划额度的前提下，对资金使

用具体项目进行了修改并经过股东大会确认 

公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原创 IP 研发、影视内容产品的投资和与优质媒

体资源的购买，其中使用计划如下： 

序 号 募集使用方向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元） 

1 影视剧、综艺节目等项目投资 30,000,000.00 

2 原创 IP 研发 2,000,000.00 

3 广告资源独家代理 5,000,000.00 

合   计 37,000,000.00 

①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规定，募集资金使用方向为“原创 IP 研发、

影视内容产品的投资和与优质媒体资源的购买”，且在各自相应的资金使用计划

额度内使用 ，但随市场变化原定的项目无法执行，故进行变更。比如“影视内容

产品的投资”方向原定的电视剧无法继续，故投资了另外一部电视剧。 

②公司通过了内部决策程序，经过了股东大会的确认。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追认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项目的议案》，就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具体项目

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如下（不含银行存款利息）： 

序 募集使用方向 预计使用募集资 项目类型 计划使用金额 实际使用金额 



号 金（元） 

1 
影视剧、综艺节

目等项目投资 
30,000,000.00 

电影 5,000,000.00 3,000,000.00 

电视剧（含网剧） 20,000,000.00 7,600,000.00 

网大 5,000,000.00 500,000.00 

2 原创 IP 研发 2,000,000.00 

原创影视剧剧本的开发 1,500,000.00 

541,854.48 节目研发团队建设，综艺

节目模式研发 
500,000.00 

3 
广告资源独家代

理 
5,000,000.00 广告资源独家代理 5,000,000.00 5,000,000.00 

合计 37,000,000.00  37,000,000.00 1,6641,854.48 

（2）公司使用剩余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经股东大会确认 

2018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议案》，对 2017

年 5 月 16 日起陆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民生银行购买短期、低风险、流动

性强的理财产品情况进行了追认。 

 

 

特此公告。 

唯优印象（北京）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