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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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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

任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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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先后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2019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1,080,000.00

股（含 1,080,000.00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7,000,000.00元（含 27,000,000.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00 元/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宁波博嘉泰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

通有限合伙）认购了本次发行全部股票，并在《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期限内

将认购款项汇入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就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出资情况予以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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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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会兴验字第 05000003 号），确认公司已收到本次定增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项

27,000,000.00 元。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取得了全国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北京并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4453 号），本次股票发行新

增股份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公司不存在提前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先后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2,000,000.00 股（含 2,000,000.00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含

50,000,000.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00 元/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

金。 

湖南湘江嘉丰合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龙芯投资有限公司

认购了本次发行全部股票，并在《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期限内将认购款项汇

入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

支行，银行账号：110936779710207）。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

次股票发行认购出资情况予以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B11730 号），确认公司已收到本次定增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项 50,000,000.00 元。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取得了全国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对北京并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系统函[2020]3104 号），本次股票

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公司不存

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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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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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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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存储，并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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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项目 专项账户开户行 账号 2020 年末余额（元） 

2019 年第一

次股票发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行 631209493 - 

2020 年第一

次股票发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

村支行 
110936779710207 32,074,648.06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1、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本次募集资金存储，同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严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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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本次募集资金存储，同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严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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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27,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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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 

三、2020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7,000,000.00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0.00 

四、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2020 年末） - 

（二）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00.00 

二、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 

三、2020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8,031,821.96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18,031,821.96 

四、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2020 年末） 31,968,178.04 

- - 

- -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一）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变更用途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和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根据《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司原募

集资金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预计金额 

1 计算资源采购款 20,000,000.00 

2 市场推广费用 5,000,000.00 

3 服务器租赁费用 2,000,000.00 

合计 27,000,000.00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从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来看，已基本达到使用预期。现拟将剩余资金补充到流动资金，用于支付工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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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货款，因此需要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现拟调整部分资金使用用途，将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由：资源采购款 2,000 万

元、市场推广费用 500 万元、服务器租赁费用 200 万元调整为：资源采购款 1,500

万元、支付工资 850 万元、支付供应商货款 350 万元。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的募集资金经过本次变更用途后，拟最终使用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 预计金额 

1 计算资源采购款 15,000,000.00 

2 工资 8,500,000.00 

3 供应商货款 3,500,000.00 

合计 27,000,000.00 

（二）第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变更用途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第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2020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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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股

票发行问答（三）》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股转系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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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使用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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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