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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本公司2009年6月30日召开的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461号）核准，本公司于2010年1月7日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17,000,000股（发行价30.70元。截至2010年1月12日止，本

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股东以货币资金实际缴纳出资52,190.00万元（伍亿贰仟壹佰

玖拾万元整）。在扣除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及保荐费用1,020.00万元、其余发

行费用190.93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979.07万元，超出原募集计划

31,258.87万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股本变更情况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2010]第007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33,146.53

万元，永久补充本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17,624.14 万元，共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50,770.67 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08.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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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274.14 万元： 

A、募集资金本金208.40万元， 

B、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65.74万元（已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利息178.27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7年上半年，本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投入募集资金项目268.48万元（包

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60.08万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15万元，

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 

综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33,415.01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本金17,624.14万元，共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51,039.15万元（包括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60.08万元），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 

（2）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0.51 万元： 

A、募集资金本金0万元； 

B、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0.51万元（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利息178.27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规定，结

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于2010年10月26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2年7月30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进行修

订。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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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北京银行上地支行

（已销户） 

01090946300120105100145 募集资金专户 - 

小计   - 

中国建设银行花园

路支行 

11001028500059788888 募集资金专户 5,123.36 

小计   5,123.36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

营业部（已销户） 

0101014170023854 募集资金专户 - 

小计   -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

上地支行（已销户） 
0110014170037115 募集资金专户 - 

合计     5,123.36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26,223,227.50元（其中2017年度

利息收入7,581.97元），已扣除手续费41,986.67元（其中2017年度手续费2,233.81元）。 

注：上述表格中的中国建设银行花园路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2017年8月1

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无。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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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计划募集资金 19,720.2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0,979.07 万元，超过计

划募集资金 31,258.87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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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

金使用》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情

况，经审慎研究和初步论证，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本公司使用 2,700.00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2010 年 3 月 3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券亦同

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2、本公司使用 13,640.87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2010 年 3 月 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券亦

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使用 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2011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4）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

宏源证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使用 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2012 年 5 月 2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7）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

证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使用 1,5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4）2013 年 8 月 2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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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计划（10）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

源证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使用 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5）2015 年 4 月 3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剩

余超募资金 5,699.33 万元（含本金 3,140.87 万元及利息扣除手续费 2,558.46 万元）用

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3、本公司使用 1,343.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企业信息化项目 

2010 年 6 月 2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2）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

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

金累计直接投入企业信息化项目 670.83 万元，项目节余资金 672.17 万元。 

2015 年 4 月 3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企业信息化项目”节余资金 672.17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

流动资金。 

4、本公司使用 5,110.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北斗/GPS 兼容型卫星导航接收机

产业化项目 

2011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4）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

证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北斗/GPS 兼容型卫星导航接收机产业化

项目已建设完成。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北斗/GPS

兼容型卫星导航接收机产业化项目 5,169.90 万元。 

5、本公司使用 2,500.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硅微陀螺产品化项目 

2011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5）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

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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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累计直接投入硅微陀螺产品化项目 2,500.18 万元（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60.08 万

元）。 

6、本公司使用 310.00 万元超募资金完成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华力天星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 

2010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3）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

源证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7、本公司使用 525.00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泰格创新微波技术有限公司（现已

更名为北京华力睿源微波技术有限公司）82%的股权 

2011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5）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

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8、本公司使用 1,000.00 万元超募资金增资北京恒创开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6）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

券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9、本公司使用 2,090.00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天津市新策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95%的股权 

2012 年 11 月 1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

计划（8）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券亦

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10、本公司使用 2,040.00 万元超募资金与胡健等四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9）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券

亦同意本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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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公司不存在未安排使用的超募资金。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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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4)＝(1)-(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5)＝(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截止至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北斗/GPS兼容型卫星导航模拟器产业化项目 否        9,699.80        9,699.80        9,699.80 8,017.72                     1,682.08                     82.66 2012年12月31日                  237.70               4,095.65 否

新一代实时半实物仿真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5,690.70        5,690.70        5,690.70 4,220.61                     1,470.09                     74.17 2013年12月31日               1,528.47               6,562.74 否

雷达目标回波模拟器产业化项目 否        4,329.70        4,329.70        4,329.70 4,170.77                        158.93                     96.33 2013年3月31日                  952.07               8,849.09 否

项目结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311.1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9,720.20     19,720.20     19,720.20     -                   19,720.20       -                                       100.00 2,718.24              19,507.48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否        2,700.00        2,700.00 2,700.00                                -                   1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640.87      13,640.87 13,640.87                              -                   100.00

企业信息化项目 否        1,343.00        1,343.00 670.83                           672.17                     49.95 2014年12月31日  -- 否

项目结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72.17            

北斗/GPS兼容型卫星导航接收机产业化项目 否        5,110.00        5,110.00 5,169.90                         -59.90                   101.17 2012年12月31日                  894.80             11,936.87 否

硅微陀螺产品化项目 否        2,500.00        2,500.00 268.48              2,500.18                           -0.18                   100.01 2015年12月31日                    29.38                  322.74 否

投资设立北京华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否           310.00           310.00 310.00                                   -                   100.00                    -4.97                    52.96 否

收购北京泰格创新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否           525.00           525.00 525.00                                   -                   100.00                    72.93               1,247.99 否

增资北京恒创开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否        1,000.00        1,000.00 1,000.00                                -                   100.00                    -8.18              -1,214.97 否

收购天津市新策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否        2,090.00        2,090.00 2,090.00                                -                   100.00                -229.33                  950.62 否

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司 否        2,040.00        2,040.00          2,040.00                        -                   100.00 　                -376.87              -1,883.97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31,258.87      31,258.87               268.48        31,318.95                 -60.08                  377.76             11,412.24

合计 —      19,720.20      50,979.07      50,979.07               268.48        51,039.15                 -60.08 — —               3,096.00             30,919.72 —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68.48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总额                                 50,979.07

                             51,039.15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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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情况：

（1）使用北斗/GPS兼容型卫星导航模拟器产业化项目、雷达目标回波模拟器产业化项目节余资金本金1841.01万元及利息178.27万元，共计2,019.28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雷达目标回波模拟器产业化项目和北斗/GPS兼容型卫星导航模拟器产业化项目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主要有：

①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在保证使用功能的情况下，通过降低项目研发、测试成本，进一步加强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减少了项目总开支。
②公司搭建了共享平台，使不同项目及产品的研发设备、测试环境能达到资源共享，优化流程，减少了部分重复投入。
③部分设备的价格水平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测算的价格相比有一定幅度的降低。
（2）使用新一代实时半实物仿真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节余资金1470.0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新一代实时半实物仿真机及产业化项目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主要有：
①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 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严格的支出管理；

②公司通过完善元器件优选库，合理优化物资采购品种和数量，加强软硬件模块复用，降低材料成本；
③通过推行敏捷开发的项目管理思想等手段，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2.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情况：

企业信息化项目于2014年12月完成建设，项目节余资金672.17万元，本年将全部结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企业信息化项目出现节余的原因主要有：
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严格的预算管理，严格把控采购环节，同时在控制项目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合理地降低项目实施的各项费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计划募集资金19,720.2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31,258.87万元。本公司超募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如下：

（1）使用2,700.0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2）使用13,640.87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使用1,343.00万元投资建设“企业信息化项目”，结余672.17万元，将结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使用5,110.00万元投资建设“北斗/GPS兼容型卫星导航接收机产业化项目”；

（5）使用2,500.00万元投资建设“硅微陀螺产品化项目”；

（6）使用310.00万元投资设立北京华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7）使用525.00万元收购北京泰格创新微波技术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华力睿源微波技术有限公司）82%的股权；

（8）使用1,000.00万元增资北京恒创开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使用2,090.00万元收购天津市新策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95%的股权；

（10）使用2,040.00万元与胡健等四名自然人股东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司；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公司不存在未安排使用的超募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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