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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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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作为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思辰”、“上市公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

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及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以下合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对立思辰拟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2016年1月28日，立思辰接到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79号）《关于核准北

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邦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文件，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 

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启动配套融资发行工作。 

截至 2016 年 6 月 13 日，本次配套资金认购对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主承销商指定账户。经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6)第 110ZA0379 号《验证报告》验证，截

至 2016 年 6 月 13 日，主承销商已收到 4 家参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

象缴纳的认购股款 1,795,999,991.63 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华泰联合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部分配套融资财务

顾问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1,760,999,991.63 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

专户内。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6)第110ZA0380

号《验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止，立思辰已收到认缴股款人民币

1,760,999,991.63 元（已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5,000,000.00 元）。另外，除股票承

销费用外，其他与本次发行股票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 11,050,000.00 元尚未支付，

扣除该部分费用后，立思辰实际收到认缴股款人民币 1,749,949,991.63 元，其中

股本 100,842,223.00 元，资本公积 1,649,107,768.63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9月2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38,859.66万元（含置换前期预

先投入部分），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 
调整前承诺投资

金额（万元） 

调整后承诺

投资金额（万

元） 

累计投入金

额（万元） 
投资进度 

1 支付现金对价 56,600.00 56,600.00 56,600.00 100.00% 

2 支付重组相关费用 3,000.00 4,605.00 4,605.00 100.00% 

3 
互联网教育云平台

建设与运营项目 
55,000.00 55,000.00 24,059.66 43.74% 

4 
智能教育机器人研

发中心项目 
10,000.00 10,000.00 200.00 2.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3,395.00 33,395.00 100.00% 

6 

安庆 K12 在线教育

整体解决方案建设

运营项目（已终止）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补流

金额） 

100.00% 

 合计 179,600.00 179,600.00 138,859.66 77.32% 

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

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等金

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2018年9月20日，公

司已购买且尚未到期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合计14,000万元。 

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实施安庆K12在线教育整体解决方案建设运营项目，并将此项

目截至2017年6月13日止的节余募集资金20,000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7年6月

30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配套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9月2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北京银行大钟寺支行 20000003441400011353968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2,791.55 

平安银行北京方庄支行 11016303932003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9,415.38 

华夏银行北京知春支行 10276000000856019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0.08 

浦发银行北京慧忠支行 91420154800004561 理财账户（注） 6,513.26 

合  计 28,720.27 



 

 

 

注：理财账户余额为9月19日到期理财，尚未在专户余额中体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同时含

有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应收益。 

截至2018年9月20日，公司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合计14,000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受托人名称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委托理财金

额（万元） 

民生银行万柳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 2018/8/22 - 5,000 

厦门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 99.67 2018/8/23 2018/11/25 9,000 

三、募集资金闲置的原因 

（一）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中心项目 

从市场外部环境看，当前智能教育机器人市场中普遍聚焦于产品硬件及集成

层面进行研发投入，但针对于产品的核心技术、商业模式以及市场拓展普遍缺乏

核心竞争能力。从公司内部情况看，公司现阶段更多的是在教育领域内投资布局

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的先进技术应用，关于智能教育机器人方面尚处于核

心技术储备和教育场景的选择过程中。因此公司自募集资金到位后一直深入进行

市场调研及相关技术的积累，为了避免项目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研发风险，公

司暂时将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中心项目推进节奏放缓，因此尚未对该项目有大额

资金的投入。 

未来待公司核心技术、教育场景及模式清晰后将集中启动智能教育机器人的

研发，并将公司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成果与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中心项目进行紧密

结合。在此规划下，相比立即投入研发而言，将降低风险并实现对募集资金更为

有效的使用。 

（二）互联网教育云平台建设与运营项目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与发展规划，为加快教育板块的业务布局，公司拟剥离信

息安全业务相关资产，未来将集中资源、人才专注于教育产业。根据既定战略，

公司凭借先进的教育技术、优质的内容资源与服务能力，持续加强内部业务整合、

品牌整合及人才整合，提升公司在智慧校园、语文学习服务、高考升学服务等领



 

 

 

域的协同效应。在此过程中，因组织结构的变化及团队人员的调整，导致互联网

教育云平台建设与运营项目投资进度放缓。截至目前，互联网教育云平台建设与

运营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因此，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在一定期间内出现暂时闲

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

资金，严格执行预算管理、控制成本，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确

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合理、有序。 

四、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情况 

2018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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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将上述募集资金 1.7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五、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缓解流动资金需求压力，公

司拟将“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中心项目”中不超过 9,000 万元及“互联网教育云

平台建设与运营项目”中不超过 2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债等的交易。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若出现因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而产生的建设

资金缺口，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度。 



 

 

 

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 

公司目前主营教育业务，以“智慧教育+升学/学习服务”为业务核心，在 B

端业务上，公司通过多年积累已具备极强的优势。未来，公司将着力拓展 C 端

市场，并打通 BC 两端业务。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及拓展 C 端市场的需要，公司

需要不断加大在运营等各方面的投入，对资金的需求量亦不断加大。公司使用不

超过 3.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银行同期一年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12 个月可减少公司利息支出 1,522.50 万元。因此有利于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七、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生

产经营需要，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3.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有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

发展利益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3.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须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发展主营业务之需要，且没

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公

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3、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同意立思辰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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