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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芳香庄园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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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

项的规定》>等业务规则的公告》（股转系统公告[2018]1220 号）等相关规定，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国信证券”）作为新疆芳香庄园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芳香庄园”）的持续督导券商，对芳香庄园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核查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核查 

国信证券经核查芳香庄园发行股份相关决策文件、验资报告、股转系统定增

备案函取得情况认为：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8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

次交易标的为芳香科技持有的和硕种植 100.00%股权，交易价格为 42,900.00 万

元，由公司以 4.29 元/股的价格向交易对方芳香科技发行股份 6,000.00 万股，同

时以现金支付剩余对价 17,160.00 万元。同时，公司以 3.70 元/股的价格向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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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试行）》的合格投资者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天津真明丽光

电有限公司合计发行 5,700.00 万股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配套资金 21,090.00

万元。 

2018 年 5 月 3 日，由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CAC

证验字[2018]0022 号”《验资报告》。 

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取得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于新

疆芳香庄园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股份登记的函》

（股转系统函[2018]17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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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核查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8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新疆芳香庄园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 

公司于和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立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845010312010118335238），并与主办券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硕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用途、提取及监督等

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公司严格按照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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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用途使用。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募集资金的情形，

亦不存在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关于新疆芳香庄园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股份登记的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元） 募集资金余额（元） 

和硕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 

84501031201011833

5238 
210,900,000.00 2,177,405.54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本次交易标的的现金对价、线下体

验店建设、地下酒窖装修、互联网建设及相关人才引进、品牌推广与市场营销、

支付发行费用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    额 

一： 募集资金总额 210,900,000.00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使用资金 

其中：2020 年度 

使用资金 

 其中：发行费用 5,562,5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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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重组剩余对价 171,600,000.00 0.00 

 品牌推广与市场营销 4,919,012.56 925,5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3,586,842.51 3,000,000.00 

 地下酒窖装修费 1,780,550.00 0.00 

 重点城市线下体验店建设 600,000.00 0.00 

 互联网建设及相关人才引进 876,404.65 209,152.00 

 合  计 208,925,309.72 4,134,652.00 

三：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974,690.28 

 加：利息收入 202,895.26 

 减：手续费 180.00 

四：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银行余额 2,177,405.54 

四、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核查 

（一）2018 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使用线下体验店建设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00 万元及地下酒

窖装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

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进度实施的前提下，公司

拟使用线下体验店建设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含本数）及地下酒窖

装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 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含 12 个月），公司保证到期后，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全部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其中，85 万元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2020 年度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8 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615 万元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决

议将尚未归还的 615 万元募集资金的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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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2020 年 7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进度实施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线下体验店建设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40 万元（含本数）及互联网投入、人才引进与培训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160 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含

12 个月），公司保证到期后，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除此以外，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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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认为： 

芳香庄园现已建立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未发现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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