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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株洲天桥起

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桥起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海通证券对天桥起重使用超募资金发起设立湖南天桥利亨停车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桥利亨”）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65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9.50 元。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845.50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154.50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2010）第 218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中用于桥、门式起重设备年产 1.5 万吨改扩建项目

为 5,317.66 万元，用于大型成套物料搬运设备年产 120 台套建设项目为 7,046.21 万元，

用于起重机核心零部件加工项目为 5,060.17 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为 3,000.00 万

元，四个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20,424.04 万元。除上述项目外，其余 52,730.46 万元为超

募资金。 

1、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超募资金

中使用 9,3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 7,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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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株洲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3,646.05 万元，以增资入股的方式控股株洲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3、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7,000 万元超募资

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201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5、2013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7 月 11 日，公司将 3,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6、2014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

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

超过 21,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7、2014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置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7 月 8 日，公司将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8、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株洲天桥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

21,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9、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22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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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 1 元注册资本 29.70 元的价格，认购珠海英搏尔电气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份。 

10、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将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1、2016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7,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12、2016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综上，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54,473.55 万元（包

括已购买的 20,300 万元理财产品和 5,000 万元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剩余可使用超募

资金余额为 3,461.75 万元（含利息和理财收入），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三、对外投资概述 

为加快推动公司战略转型升级，公司与株洲市天元区保障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障住房开发”）、深圳市中科利亨车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利

亨”）、株洲市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规划设计院”）共同投资 5000 万元在株洲设立湖

南天桥利亨停车装备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不超过 2500 万元，占天桥

利亨注册资本的 50%（含天桥利亨管理层预留份额，在管理层明确前，由公司认缴，在

管理层明确后，由公司让渡管理层认缴，管理层认缴总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投资各方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签署了《湖南天桥利亨停车装备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书》。本次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四、投资各方情况介绍 

1、株洲市天元区保障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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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耀辉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住所：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 1 号高新大厦 11 楼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基础设施的配套开发、

物业管理（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政策允许的城镇化建设及安居工程项目的投资，

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深圳市中科利亨车库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健鸣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主楼 513  

主营业务：钢结构立体车库、立体仓库的设计、技术开发与上门安装；智能自动立

体车库、物流输送机械及配件的技术开发、设计与销售等。 

3、株洲市规划设计院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李良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住所：河西桥头北侧 

主营业务：城乡规划编制资质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市政行业（道路

工程）专业甲级；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桥梁工程）专业乙级；风景园林工

程设计专项乙级；城市规划及市政公用工程（市政交通）咨询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给

排水）咨询丙级；建设工程总承包、工程勘察；上述业务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等。 

五、投资标的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天桥利亨停车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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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宁胜利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 599 号神龙太阳城商业区外围 4#栋办公

楼 6 层 E 区 

经营范围：停车设备与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停车场工

程建筑建设；停车服务；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造、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出资方式 

天桥利亨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由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天桥起重、保障房开

发建设、规划设计院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时间为天桥利亨成立之日起一个月内，将认

缴出资额的 50%存入指定账户，完成首期出资；第二期出资时间为天桥利亨成立之日起

六个月内，将认缴出资额的 50%存入指定账户，完成全部出资。 

中科利亨出资时间为天桥利亨成立之日起二个月内，为一次性出资。 

3、天桥利亨股权结构、出资方式、出资金额、出资比例情况 

六、发起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天桥利亨组织结构 

天桥利亨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提名 4 名，保障房开发建设提名 1 名，

中科利亨提名 1 名，规划设计院提名 1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董事长人选由公司提

名，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天桥利亨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1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含管理层预留份额） 现金 2500 50% 

2 株洲市天元区保障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现金 1100 22% 

3 深圳市中科利亨车库设备有限公司 现金 1000 20% 

4 株洲市规划设计院 现金 400 8% 

合计 — 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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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占许可权 

1、天桥利亨成立后二个月内，天桥利亨向中科利亨购买智能立体车库的全部知识

产权（专利）独占许可权，独占许可权的授权区域包括：湖南省、江西省、新疆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等省自治区。 

2、中科利亨向天桥利亨出售智能立体车库的全部知识产权（专利）独占许可权所

取得现金收入，全部作为中科利亨对天桥利亨发起成立的出资，不得挪作他用。 

3、本协议生效后，原则上，中科利亨不得以任何形式授权第三方拥有智能立体车

库知识产权（专利）的独占许可权。若中科利亨需要授权第三方拥有智能立体车库知识

产权（专利）独占许可权，应当与天桥利亨和其他发起人协商。 

4、关于天桥利亨向中科利亨购买智能立体车库全部知识产权（专利）独占许可权

的事项，由双方另行签订协议予以明确。 

（三）天桥利亨运营 

1、天桥利亨运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在天桥利亨成立后，未取得智能立

体车库的设计、生产、销售的相关许可资质的期间；第二阶段是指天桥利亨取得智能立

体车库的设计、生产、销售的相关许可资质后。 

2、运营第一阶段： 

（1）因天桥利亨不具备相关资质，由中科利亨授权委托天桥利亨作为代理人或采

取联合投标的形式参与项目投标。 

（2）投标过程中，中科利亨积极帮助天桥利亨完成项目投标工作，负责项目投标

文件的编制。 

（3）项目中标后，按经天桥利亨审核认可的预算成本价，向中科利亨整体采购智

能立体车库，中科利亨按预算成本价向天桥起重采购（或委托加工）智能立体车库。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科利亨应向天桥利亨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培训技术人

员，辅导天桥利亨取得相关许可资质，最终让天桥利亨具备独立设计、生产、销售和维

护智能立体车库的资质和能力。 

（5）在第一阶段，天桥利亨向中科利亨整体采购任何类型的智能立体车库，均无

需向中科利亨支付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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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第二阶段： 

（1）天桥利亨取得智能立体车库设计、生产、销售相关许可资质后，作为法人独

立运营。 

（2）天桥利亨技术人员独立承担智能立体车库的设计、生产、销售、维护等工作。

若天桥利亨技术人员无法独立承担智能立体车库的设计、生产、销售、维护等技术工作，

则中科利亨应继续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并培训技术人员使之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在此

期间，除差旅费外天桥利亨不另行收取技术服务费。 

（3）天桥利亨要加强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 

（4）中科利亨对天桥利亨的智能立体车库技术的升级换代，免费提供后续研发服

务。 

（5）技术服务费的收取：在第二阶段，若天桥利亨中标项目涉及到“智能化多出

入口塔式停车项目”，其新技术开发、控制及管理软件的编制和设备调式仍由中科利亨

负责，天桥利亨派技术人员配合调试，中科利亨收取技术服务费，收费标准为：天桥利

亨成立起三年内，“智能化多出入口塔式停车项目”中标合同的累计车位在 2000 个以内，

中科利亨向天桥利亨按中标合同金额（不含税）的 8%收取服务费；累计车位在 2000 个

以上（含 2000 个），中科利亨技术服务费收费标准由 8%降至 5%。 

4、在独占许可区域外，天桥利亨对某个项目确有业务资源而中科利亨尚未深入涉

及，在与中科利亨无冲突的情形下，中科利亨应当同意天桥利亨就该具体项目签订单个

项目授权合作协议。 

5、天桥利亨在独占许可区域外另设新公司需与中科利亨协商沟通；若中科利亨在

其区域项目上需要天桥利亨协助，则天桥利亨应积极配合支持。 

（四）其他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获各方董事会或有

权部门批准后生效。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存在的风险 

1、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与投资各方共同投资设立天桥利亨，借鉴公司在高端工业装备制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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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发挥投资各方在技术、产品、渠道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推动公司在立体停车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同

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及抵抗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可能面临着市场、行业、资质、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

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及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能力，不断提高

专业能力和服务能力，加强风险管控，确保业务稳健经营。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天桥起重本次使用不超过 2500 万元超募资金发起设立天桥利亨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2、天桥起重本次使用不超过 2500 万元超募资金发起设立天桥利亨事项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天桥起重实施使用不超过 2500 万元超募资金发起设立天桥

利亨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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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严  胜                        龚思琪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