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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819         证券简称：致生联发        主办券商：中银证券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生联发”或“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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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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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对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自查，现将自查情况作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自挂牌之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共完成四次股票发行，

2017年度共进行了一次股票发行（未完成），详细情况如下： 

（一） 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5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股票发行方案》；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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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4,465,000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价格人民币 7.1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790,8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

发展，主要用于公司的扩大业务规模、新产品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

领域。 

截至 2015年 4月 29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缴

存的股份认购款合计 31,790,800.00元，缴存银行为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上 地 支 行 ， 账 户 为 公 司 一 般 户 ， 账 号 为

1101040160000062991，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

行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000246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5年 6月 1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5】2362号《关于

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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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5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5年 5月 20日，公司

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19,029,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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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4.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83,151,520.00 元。本次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主要用于

公司的扩大业务规模、新产品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 

截至 2015年 5月 27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缴

存的股份认购款合计 283,151,520.00 元，缴存银行为北京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九 龙 山 支 行 ， 账 户 为 公 司 一 般 户 ， 账 号 为

20000007548200005058239，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000428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5】2822 号《关

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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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015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 

2015年 8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5年 8月 26日，公司

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2,351,93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价格人民币 22.7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3,553,572.10元。本次募集

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收购。 

截至 2015 年 9 月 9 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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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股份认购款合计 53,553,572.10元，缴存银行为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龙山支行，账户为公司一般户，账号为 2000000754820000505 

8239，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验，出具了大

华验字【2015】000908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4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5】6742号《关

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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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5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2016年 1月 11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24,910,000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价格人民币 4.6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6,329,700 元。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收购，并开拓公司在

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截至 2016 年 2 月 5 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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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股份认购款合计 116,329,700元，缴存银行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九龙山支行，账户为公司一般户，账号为 2000000754820000505 

8239，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验，出具了大

华验字【2016】000108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6】2173 号《关

于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五）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7年 1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2017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致生

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公司拟

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0,000 万股（含本数）股份（注册资本增

加不超过 10,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 4.95元/股（含本数）

不超过 5.20 元/股（含本数），具体以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价格为

准；募集资金不超过 52,000.00万元（含本数）。本次股票发行需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致生联发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报告》（致生联发

2017-001 号），并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0410 号）。中国证监会对

公司提交的《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导

致证券持有人累计超过 200人或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非上市公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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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由于公司发行计划的调整，公司决定先行撤回申请文件，待发行

计划完善后再重新申报。因此公司于 2017年 4月 14日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关于撤回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的申请》（致生联发 2017-002 号），并于 2017 年 4 月

2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终止审查通知书》（[2017]162号）。 

公司在对发行计划调整后，于 2017年 5月 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方案》；并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公司拟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0,000 万股（含本

数）股份（注册资本增加不超过 10,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

4.95元/股（含本数）不超过 5.20元/股（含本数），最终价格将同

投资者协商确定；募集资金不超过 52,000.00万元（含本数）。本次

股票发行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本次股票发行

的申请文件。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自挂牌之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共完成四次股票发行，

历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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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金额为：31,790,800.00元；存放银行为：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账号为：1101040160000062991；账户类

型为：公司一般户。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 

（二） 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金额为：283,151,520.00 元；存放银行为：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山支行；账号为：20000007548200005058239；账

户类型为：公司一般户。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 

（三） 2015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金额为：53,553,572.10元；存放银行为：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九龙山支行；账号为：20000007548200005058239；账户

类型为：公司一般户。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 

（四）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金额为：116,329,700.00 元；存放银行为：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山支行；账号为：20000007548200005058239；账

户类型为：公司一般户。公司存在在取得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

前，提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在进行上述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时尚未制定《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且四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6月 30日前使用

完毕，故公司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四次股票发行虽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与主办券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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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但公司严格按照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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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募集资金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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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于 2016年 8月 26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决

议公告编号：2016-114），并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16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决议公告编号：

2016-127）。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之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共完成四次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 484,825,592.10元，2017年度募集资金 0元，截止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484,825,592.10  

减：发行费用 3,931,515.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472,476.71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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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采购款 282,475,559.03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93,256,340.00 

用于股权收购 96,634,654.78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10,0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一） 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31,790,800.00  

减：发行费用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9,091,780.37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16,699,019.63  

用于股权收购  -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6,0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二） 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83,151,520.00  

减：发行费用  3,93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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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472,476.71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269,192,481.71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  

用于股权收购  -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1,5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三） 2015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53,553,572.10  

减：发行费用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用于股权收购  53,553,572.10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四）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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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16,329,700.00  

减：发行费用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二）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 

用于采购款  4,191,296.95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66,557,320.37  

用于股权收购  43,081,082.68  

用于科研项目合作款  2,5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但对于公司 2016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中出现的特殊情形进行如下说明：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时公布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收购，并开拓公司在智慧

城市建设领域的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在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智慧城市建设领域

的传统安防业务进展顺利，公司在此期间需要支付大量采购款，因第

四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此期间不能使用，公司与北京银行九龙山

支行签署了《借款合同》，以贷款资金向北京和晟融合光科技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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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支付采购款 19,991,933.00元、向中钢宏泰经贸有限公司支付

采购款 23,444,181.00 元、向北京弘同发技术有限公司支付采购款

26,320,226.00元，总计贷款金额为 69,756,340.00元。公司取得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的股份登记函后，使用募集资金偿还了该笔银行贷

款。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规范措施 

（一） 存在的问题 

1、 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存在的问题 

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使用本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如下： 

（1）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0.00

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非保本浮动收益性《鼎

鼎成金 68537》理财产品。 

（2）2015年 6月 4日、2015年 6月 5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

金共计 10,000,000.00元购买中国银行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中银日积

月累-日计划》产品。 

上述交易，未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且未及时披露。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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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理，经履

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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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后，可以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2、 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存在的问题 

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使用本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如下： 

（ 1）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50,000,000.00元北京银行保本保证收益型《SRB1507012》型理财产

品。 

（ 2）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100,000,000.00元保本保证收益型《SRB1507013》型理财产品。 

（3）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0,000.00

元购买北京银行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M011111006》。 

（4）2015年 7月 9日，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添

利宝”机构性存款协议》，金额为 20,000,000.00，收益起算日：2015

年 7月 9日，到期日：2015年 10月 9日。 

上述交易未事先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且未及时披露。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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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理，经

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并披露后，可以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3、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存在的问题 

2016年 2月 5日，公司利用募集资金 116,329,700.00元购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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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银行保本保证收益型《SRB1602030》理财产品，该交易违反了《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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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合法的规范措施： 

1、 理财产品赎回及投资情况 

单位:元 

购买时间 购买金额 赎回时间 赎回金额 投资收益 

2015/6/4 10,000,000.00 2015/7/13 10,000,000.00 46,990.00 

2015/6/4 8,000,000.00 2015/6/26 5,000,000.00 

9,589.01 

2015/6/5 2,000,000.00 2015/6/29 5,000,000.00 

2015/7/7 50,000,000.00 

2015/9/25 10,000,000.00 92,054.79 

2015/8/24 40,000,000.00 220,931.51 

2015/7/7 100,000,000.00 2015/9/25 100,000,000.00 920,547.95 

2015/7/7 80,000,000.00 

2015/7/16 60,000,000.00 36,821.92 

2015/7/28 15,000,000.00 

22,150.63 

2015/8/10 5,000,000.00 

2015/7/9 20,000,000.00 2015/10/9 20,000,000.00 205,778.08 

2016/2/5 120,000,000.00 2016/3/21 120,000,000.00 488,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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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已全部赎回，且未出现投资亏损的

情形。 

2、 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8月 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对公司已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了追

认，同时对公司后续购买理财产品的权限进行了决策，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详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20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网站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决议公告编号：

2015-066）。2015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决议公告编号：2015-074）。 

3、 内控制度完善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公司已制定了《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管理层也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将进

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内控制度的学习。同时，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已积极报名参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主办券商组织的培训

和讲座，加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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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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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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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承诺函》：“未来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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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规定，

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如本人违反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赔偿责

任。 

公司四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公告的用

途一致。公司四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因资金暂时闲置而购买了风

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且截至 2016年 3月 21日，所有理财产品均已赎

回，未发生投资亏损的情形。公司也就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补

充履行了决策程序并予以补充披露。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自挂牌之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共完成四次股票发行，

新增股东 69 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484,825,592.10 元，2017 年度募

集资金 0元，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

使用完毕。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

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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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除本专项报告第五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所

列事项之外，公司历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与股票发行方

案披露用途一致，不存在擅自变更或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

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或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

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的情况，不存在将募

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不存在将募集资金

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的情况。 

公司虽然在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但已经得到了

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补充确认；公司虽然存在在取得股份登记函前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但公司购买的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

品，对公司、公司股东和社会工作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对公司历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合法合规性均不构成实质影响。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承诺加强学习，在以后的

股票发行中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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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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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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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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