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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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惠州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越电子”或

“公司”）的主办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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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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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对凯越电子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情况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核查，凯越电子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共发

生过 1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行为。主办券商督导人员查询了募集资

金专户,查阅了凯越电子 2017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的专项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的会计凭证及原始凭据等进行抽样,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

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

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凯越电子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

年 12月 6日召开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

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股份发

行数量 6,756,756股，发行价为 5.92元人民币/股，全部以现金认购，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999,995.52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已经收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红土天科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佛山红土君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纳的认购资金合

计人民币 39,999,995.52元，缴存银行为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40010078801300000205）。募集资金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7年 12月 2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

验[2017]5328号）。 

2018年 1月 2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了《关于惠

州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8]408 号），对公司该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2018 年

3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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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制度建立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



投资者权益，凯越电子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股票

发行问题解答（三）》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了《惠州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2017年 11月 21日，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上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披露。2017

年 12月 6日，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

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11月 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

年 12月 6日召开的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

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惠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存管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惠州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账户号码：40010078801300000205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余额（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4001007880

1300000205 
39,999,995.52 40,000,195.52 

合计 39,999,995.52 40,000,195.52 

公司严格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

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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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三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年末，公司尚未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就该次股份发行

出具的股份登记函，因此未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开立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所存放募集资金使用

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39,999,995.52  

二、募集资金使用合计  0.00  

三、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00.00 

四、募集资金余额  40,000,195.52  

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的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39,999,995.52 

加：利息收入总额 19,384.22  

二、募集资金净额 40,019,379.74 

三、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35,127,245.62 

货款 16,595,602.00 

税费 11,576,201.91 

工资 6,612,272.82 

直接费用 342,028.04 

银行费用支出 1,140.85 

四、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4,892,134.12   

经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方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的情况。 

自 2017 年年末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发生了一次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基本情况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元） 
是否变

更用途 
变更后用途 

偿还贷款 10,000,000.00 是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9,999,995.52 否 - 

合计 39,999,995.52 - -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在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方案中，公司原计划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0万元归还于 2018年 1月 24日到期的对深圳创维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的借款，但在该笔借款到期前，公司尚未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就本次股票发行出具的股份登记函，按规定不能使用该次

发行募集的资金，因此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按期偿还了该笔借款。

鉴于公司以自有流动资金偿还了原计划以募集资金偿还的借款，公司

决定将原用于偿还贷款的 1,000.00 万元变更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公司

于 2018年 3月 22日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公司于 2018年 3月 6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没有发生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事

项。 

自 2017 年年末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发生了一次募集

资金用途的变更。据核查，公司该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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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

因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针对凯越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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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有关募集资金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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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程序、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

用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相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不存在违规管理、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凯越电子 2017 年度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均符合《全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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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业务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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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续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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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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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