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将 2017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1]1069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466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1.50 元。截至

2011 年 7 月 25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001,900,000.00 元，包含发行费用 74,790,4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927,109,600.00 元。初始存放日已实际扣除承销保荐费 65,114,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9,676,400.00 元尚未扣除，募集资金人民币 936,786,000.00 元于 2011

年 7月 25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立信大华验字[2011]19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944 号文《关于核准山东龙力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小榕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

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47,571,428.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0.5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9,499,994.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25,656,165.85 元后，

本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473,843,828.15 元。初始存放日已实际扣除承销费（含

税）27,00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含税）195,535.80 元尚未扣除，募集资金人民币

472,499,994.00 元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汇入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57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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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

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

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

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根据

2011 年 8月 11日本公司与募投资金存放银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1000万元以上

的或年度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

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

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501,399,994.00 元，扣除承销与保荐费 90,770,165.85 元后

初时存放金额为 1,410,629,828.15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273,873,254.79 元。 

报告期内募投资金的使用 12,095,728.00元。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别  2017年 6 月 30日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1612003529200125389  募集资金专户  208,345,161.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1612003529200125540  募集资金专户  65,528,093.1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15-785101040014489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37001846301050153015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214311869692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历山路支行  1606014210006856  募集资金专户                -    

合    计     273,873,254.79  

 



 

三、 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四、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五、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7年 8月 21日批准报出。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0,095.34 

本报告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209.5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9,817.1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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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报告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截至报

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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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产 6,000 吨低

聚木糖建设项目 
--- 11,031.17 11,031.17 - 12,144.93 110.10% 2017 年 3 月 11 日 --- --- 否 

2、精制食品级木糖

及结晶阿拉伯糖联

产项目 

--- 8,982.24 8,982.24 - 3,441.42 38.31% 2014 年 2 月 28 日 281.06 否 否 

3、年产 5,000 吨晶

体麦芽糖醇项目 
终止 --- ---      --- --- --- 

4、沼气发电项目 
--- 1,993.39 1,993.39 - 1,101.10 55.2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87 否 否 

5、功能糖综合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 4,989.07 4,989.07 - 5,037.70 100.97%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无 否 否 



6、年产 4000 吨酶

解木质素项目 
变更后项目 

    7,632.31     

9,262.13 - 4,906.94 52.98% 2014 年 2 月 28 日 -125.86 否 否 

7、购买厦门快云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23,200.00 23,200.00  20,880.00 90.00% 2016 年 5 月 2,762.40 是 否 

8、购买兆荣联合（北

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00%股权 

 21,750.00 21,750.00  19,575.00 90.00% 2016 年 5 月 1,824.54 是 否 

9、支付相关中介费

用 
 5,000.00 2,300.00  459.00 19.96%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84,578.18 83,508.00   67,546.09 -- -- 4,729.27 --- --- 

超募资金投向 
 

1、食品保健品 GMP

项目 
--- 13,232.15 13,232.15 1,209.57 2,271.05 17.16% 未达到使用状态 --- 否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 32,000.00 32,000.00 --- 32,000.00 100.00% --- --- --- --- 

3、归还银行贷款 --- 12,000.00 12,000.00 ---   12,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57,232.15 57,232.15 1,209.57 46,271.05 --- --- --- --- --- 

合计 
 141,810.33 140,740.15 1,209.57 113,817.14   4,729.27  ---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公司募集资金净额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34,628.18 万元的募集资金计划超募资金 58,082.78 万元。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 亿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收购玉米、玉米芯、玉米芯粉等三大主要原材料及包装物、支付蒸汽和电力等能源动力等方面。2011 年 8 月 15 日，龙力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款项已由募集资金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2）2012 年 3 月 5 日，龙力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2012 年 9 月 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超募资金 9,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2013 年 5 月 16 日，龙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收购玉米、玉米芯、玉米

芯粉等三大主要原材料及包装物、支付蒸汽和电力等能源动力等方面，本议案通过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款项已由募集资金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4）2015 年 3 月 25 日，龙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食品保健品 GMP 

项目的议案》，本议案通过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2,00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32,321,501.00 元（含

利息，利息收入具体净额以超募资金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建设食品保健品 GMP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为 48,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4,527.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472.2 元。除超募资金外，其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5）2016年 4月 22日，龙力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节余募集资金结转至公司食品保健品 GMP 建设项目资金账户的议案》，本议案通

过 2015年度股东大会。公司拟将沼气发电项目、4000 吨木质素项目和精制食品级木糖及结晶阿拉伯糖联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9,783.97 万元（含利息，利息收

入具体净额以超募资金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结转至食品保健品 GMP 建设项目资金账户。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玉米深加工产业政策的调整与行业监管力度的加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加之新兴功能性糖类及其他替代产品的不断涌

现，淀粉糖产品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另外由于玉米价格不断攀升，公司原料玉米的采购价格由 2010 年 1 月份的 1,890 元/吨增至目前的 2,440 元/吨，项目实施的市

场环境已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致使该项目盈利能力面临重大风险，虽然我公司在生产技术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合理规避风险，

决定终止“年产 5,000 吨晶体麦芽糖醇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根据禹城市城市建设规划及公司战略规划，为有效整合自身资源，实现企业快速健康发展，拟对“年产 6,000 吨低聚木糖建设项目”建设地点进行调整，具体方案

如下：将该项目建设地点由山东省禹城市汉槐街北，洛北干东，迁至山东省禹城市高新区（外一环东），该土地使用证号为禹国用（2010）第 0357 号，面积 151,169

平方米，该方案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拟对“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建设地点进行调整，具体方案如下：将该项目建设地点由山东省禹城市东外环东、汉槐街南侧，迁至山东省禹城市高新

区外一环东、富华街，该方案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6,000 吨低聚木糖建设项目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440.17 万元，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1,320.79 万元，合计 1,760.96

万元。公司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760.96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并由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款项已由募集资金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2012 年 3 月 5 日，龙力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9,000 万元暂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2012 年 9 月 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 9,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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