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7年第24次会议审核意见之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16 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7 年第 24 次会

议审核，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高新”或“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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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并在《湖北国创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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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补充披露，现将回复提交贵会，请

予以审核。 

本回复中所引用的简称和释义，如无特殊说明，与重组报告书释义相同。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募集资金的合规性 

（一）上市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调

整本次募集资金的规模及投向 

2017 年 5 月 23 日，国创高新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议案，在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从不超过 209,744.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181,714.00 万元，具体调整方案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募集资金金额 现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60,740.00 160,740.00 

2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用 3,960.00 3,960.00 

3 深圳云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8,030.00 - 

4 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17,014.00 17,014.00 

 合计 209,744.00 181,714.00 

上市公司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调整募集资金金额，将深圳云房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的募集资金调整为零，其他金额不作改变。 

（二）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符合《重组办法》第十四条、四十四条

及其适用意见的规定 

本次交易总募集资金额不超过 181,714.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符合《重组办法》第十四条、第

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国创高新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符合以下规定：1、募集资金数额不超

过项目需要量；2、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3、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4、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5、上市公司已建

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因

此，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

定。 

（四）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规定 

（一）《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相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简称“《问题和解答》”），对于《问

题和解答》后受理的并购项目，适用《问题和解答》的规定。《问题和解答》规

定对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限于以下几方面投向，包括：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

金对价；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募集配套资金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

债务。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相

关费用符合《问题与解答》的规定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中 160,74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3,96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相关费用，17,014.00 万元用于支付深圳

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合计 181,714.00 万元，符合《问题与解答》

的募集配套资金用途规定。 

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货币资金用途、未来支出安排 

1、上市公司货币资金用途及未来支出安排 

（1）货币资金用途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17）011116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货币资金为 29,898.9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库存现金 16.34 

银行存款 28,103.254 

其他货币资金 1,779.31 

合计 29,898.90 

（2）未来支出安排 

上市公司未来支出安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公司债本息 28,674.00 

2017 年分红 1,956.15 

限制性股票回购 476.01 

公司运营资金 10,063.00 

PPP 项目 5,528.25 

合计 46,697.41 

注 1：上市公司“12国创债”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到期还本付息，金额约为 28,674.00 万元； 

注 2：经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上市公司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34,700,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5 元（含税），预计现金分红所

需资金为 1,956.15 万元； 

注 3：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

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6 年度业绩不满足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依据《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公司拟对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三个解锁期对应

的限制性股票 264.45 万股回购注销，支付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476.01 万元，回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注 4：上市公司 2017 年营运资金安排为：营业、管理费用 4,400 万元，制造费用 4,000 万元，借款利

息 1,663 万元。 

综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虽有一定存留，但

仍有大额的未来支出压力，不存在货币闲置的情形。 

2、标的公司货币资金用途及未来支出安排 

（1）货币资金用途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17）011799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云房的自有资金为 73,798.37 万

元，2017 年的短期债务金额 63,279.38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①自有资金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受限资金 11,714.74 

非受限资金 40,345.29 



小计 52,060.03 

应收账款 分销款 21,738.34 

合计 73,798.37 

②2017 年短期债务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保证金 18,439.10 

员工薪酬 17,917.22 

应交税费 8,191.24 

应付账款 16,228.49 

月租金 2,503.33 

合计 63,279.38 

（2）未来支出安排 

出于未来长期发展的考虑，深圳云房还会继续在各个城市公司进行深耕，不

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品牌影响力。 

标的公司正处于业务快速增长的阶段，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标的公司未来

年度在门店装修转让费用、租金、押金及培养期费用等方面的付现需求较大，现

有货币资金余额无大额余留的情况，在未来的几年内对货币资金的需求较高。 

此外，本次募投项目中的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基本预备费 851

万元拟通过自有资金投入。 

综上，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均处于发展的阶段，未来付现需求处

于较高水平，账面货币资金均已有明确的支出安排。 

（二）上市公司前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众环专字（2017）第 010693 号《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余

额为 0，无法满足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金支出安排。 

（三）上市公司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 

1、现有可利用的融资渠道说明 

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贷款、A 股市场融资等，融资渠道以债务融

资为主，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银行贷款、股东借款和信托借款等等。上市公司将在

保持现有融资渠道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拓新的资金来源，提高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程度。 



2、授信额度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创高新及其子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共

计 171,850.58 万元，银行借款授信额度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名称 总授信额度 已使用额度 剩余额度 

广发银行武汉分行 15,000.00 - 15,000.00 

中国银行洪山支行 47,000.00 5,441.73 41,558.27 

华夏银行东湖支行 30,000.00 2,074.00 27,926.00 

农业银行东湖支行 36,000.00 3,000.00 33,000.00 

招商银行创业街支行 5,000.00 1,000.00 4,000.00 

汉口银行光谷分行 15,000.00 6,440.00 8,560.00 

工商银行东湖支行 15,000.00 - 15,000.00 

工商银行钦州港支行 16,000.00 4,411.64 11,588.36 

中国银行钦州分行 7,000.00 1,000.00 6,000.00 

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  7,000.00   1,141.33   5,893.67  

成都农商行高新支行 6,000.00 4,484.69 1,515.31 

中国银行武侯支行 5,000.00 3,156.03 1,843.97 

合计 204,000.00 32,149.42 171,850.58 

由于银行贷款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资金用途限制（流动资金贷款除外），如

需用于对应项目建设等，灵活性相对受限。上市公司目前剩余授信额度中，未来

实际可用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其他在建/拟建投资项目的规模相对

有限。 

综上，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均有明确的支出排，且在未来生产经营

过程中的付现压力较大。综合考虑上市公司未来经营计划的资金需求较高、公司

债还本付息金额较高且营运资金存在较大的缺口的情况，以及标的公司自有资金

无法满足募投项目实施所涉资金安排的情况，本次交易宜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满

足本次交易所需支付现金对价及标的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缓解上市

公司的付现压力，并通过募投项目建设增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因此，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四）募投项目的必要性 

1、有利于上市公司顺利完成本次交易及提高并购后的整合绩效 

介于上市公司已有资金均有明确用途和安排，运营资金相对紧张，银行借款

融资等间接融资渠道有限，利息支出占净利润比重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募集配套



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和中介费用，既可以避免过多占用流动资金影响上

市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运营和发展，也有利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有充足的资金

实力进行业务拓展。 

2、有利于推进标的公司互联网 O2O 业务模式，提升整体运营管理能力 

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并对在建项目进行投资，标的公司将通过对现有数据

平台、业务人员平台（盘客通、新房通）等平台进行更广域的城市盘源数据采集、

存储升级，以扩充数据样本量为后续运营、分析做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楼盘

热点、建模情况、放盘情况、价格走势、成交次数、物业等级、生活配套、应用

情况等方向的分析。并且，底层数据通过连接 Q 房网、盘客通、ERP、新房通等

标的公司旗下其他平台产品共同构成云平台的底层数据层和应用层。同时，由于

上述产品分别可有效连结业务人员、业主、购房者、同业房产中介企业、开发商

以及标的公司内部，旨在实现大数据对各受众的深度应用，增强标的公司新房代

理业务及房屋经纪业务，实现内外信息联动，深化服务模块，提升消费体验，增

强企业运营管理能力。 

综上，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与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现金流情

况相匹配，为标的公司后续更加科学、高效地运营提供有力的资本保障，提高并

购后的整合绩效，为上市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

金具有较大的必要性。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符合《问

题与解答》的募集配套资金用途规定；募投项目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的投资规

模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具有一定的匹配性；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现有货币资

金均有明确用途和安排，上市公司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有限，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具有必要性。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7

年第 24 次会议审核意见之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管仁昊            李金龙             阳昊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5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