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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有色”、“公司”或“发行人”）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国泰君安与广晟有色签订的关于保荐工作的协议等

文件的相关约定，就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现将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0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9,679,645 股，发行价格为 34.1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355,059,967.85 元，扣

除发行费用 21,459,517.85 元（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1,333,600,450.00 元，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股本）39,679,645.00 元，由于发行费用中有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额 1,181,603.78 元，实际增加资本公积（资本溢价）1,295,102,408.78 元。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

会计师”）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16]

第 040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当期余额 

公司本次非公开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33,360.05 万元，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21,943.91 万元。2018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1,274.94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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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133,218.85 万元。 

公司以前年度收到募集资金存放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后的净额 269.83 万元。

2018 年度收到募集资金存放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后的净额 31.83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存放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后的净额 301.66 万元。以

前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存放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后的净额 134.02 万元偿还银行

贷款。2018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存放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后的净额 66.98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241.86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募集

资金存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00.66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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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九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下列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 8110901012800330937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 11017719746666 

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
注 1 广州银行广州连新路支行 800252149812017 

翁源红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 38610188000570316 

大埔广晟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注 2 441167421018800033834 

注 1：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埔广晟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注 2：为便于募集资金的结算和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08”），同意变更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将原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连新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募集资金

全部转出，转存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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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与国泰君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与国泰君安、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与国泰君安、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新路支行、

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埔新诚基”、“大埔稀土”）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与国泰君安、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翁源红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变更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原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连新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募集资金全部转出，转存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开

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与国泰君安、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大埔稀土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多方

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 2,418,598.16 元，

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 8110901012800330937 - 说明① 

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 11017719746666 - 说明② 

广州银行广州连新路支行 800252149812017 - 说明③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 38610188000570316 2,418,598.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441167421018800033834 - 说明④ 

合计 2,418,5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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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①：2017 年度公司中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 8110901012800330937 账户可使用资金为

155,382,953.29 元，其中募集资金 153,131,800.00 元，存放结息 2,251,153.29 元。根据公司 2017

年 9 月 26 日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使用该账户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154,472,036.18 元，

剩余 910,917.11 元转入公司交行沙泰支行 441168656018010013629 账户后划入翁源红岭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

8110901012800330937 账户已注销。 

说明②：2017 年度公司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 11017719746666 账户可使用资金为

28,379.77 元，全部为募集资金存放结息。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将该资金全部转入平安银

行 2000010433426 账户后划入翁源红岭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平安银行广

州中石化大厦支行 11017719746666 账户已注销。 

说明③：2018 年度公司广州银行广州连新路支行 800252149812017 账户可使用资金为

100,462,578.63 元，其中募集资金 99,994,919.71 元，存放结息 467,658.92 元。根据公司 2018 年

3 月 30 日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司将该资金全部转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441167421018800033834 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州银

行广州连新路支行 800252149812017 账户已注销。 

说明④：2018 年度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441167421018800033834

账户可使用资金为 99,456,804.15 元，其中募集资金 98,787,019.63 元，存放结息 669,784.52 元，

根据公司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该账户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性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剩余资金全部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埔支行

44187101040004633 账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441167421018800033834 账户已注销。 

对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的差异说明，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号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

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差额 

差异说

明 

光大银

行广州

分行 

38610188000570316 2,418,598.16 1,411,992.80 1,006,605.36 说明⑤ 

合计  2,418,598.16 1,411,992.80 1,006,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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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⑤：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为

1,006,605.36 元，其中扣除手续费后的募集资金存放结息净额 67,308.48 元；公司 2017 年将中

信银行广州花城支行和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中募集资金存放结息净

额 939,296.88 元转入该账户。该事项已于 2017 年度募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中披露。 

三、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8 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偿还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 660,500,000.00 元。中喜会计师上述事项进

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出具了中喜专审字[2016]第 1165 号《广晟

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

鉴证报告》。 

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大埔

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的自筹资金 11,219,152.89 元，置换预先投入红岭矿业探矿项

目的自筹资金 8,607,097.08 元。中喜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出具了中喜专审字[2016]第 1341 号《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2018 年度，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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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产生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产生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

于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研发基地建

设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及存放利息净额合计 15,447.2036 万元（其中：募集

资金 15,313.18 万元、存放利息净额 134.0236 万元）用途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其

中平安银行贷款 10,000.00 万元、浙商银行贷款 2,447.2036 万元、华润银行贷款

3,00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及存放利息净

额合计 15,447.2036 万元偿还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华润银行的贷款。 

2017 年 9 月 25 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广晟有色本次

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系出于公司自身情况考虑，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公司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公司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

事项无异议。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埔新诚基矿山扩

界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及存放利息净额合计 9,945.68 万元（其中：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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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9,878.70 万元、存放利息净额 66.98 万元）用途变更为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2018 年 10 月 30 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广晟有色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系基于公司自身实际情况，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公

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保荐机构对广晟有色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441167421018800033834 账户剩余资金全部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埔

支行 44187101040004633 账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441167421018800033834 账户已注销。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2018 年度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

格式指引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

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2018 年度，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电话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广晟有色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

构认为：广晟有色已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使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履行了

相关决策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国泰君安对广晟有色 2018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议。 



8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3,360.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274.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191.8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3,218.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8.89%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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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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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银行贷款 - 100,000.00 115,313.18 

未作分期承诺 

 115,313.1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

目 
- 15,309.52 5,430.82 484.66 5,430.8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9,878.70 9,878.70 9,878.70      否 

红岭矿业探矿项目 - 2,737.35 2,737.35 911.58 2,596.1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公司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15,313.18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    计 - 133,360.05 133,360.05 - 11,274.94 133,218.8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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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研发基地建设项目”，其项目募集资金及存放利息净额合计

15,447.203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5,313.18 万元、存放利息净额 134.0236 万元）用途变更为偿还银行贷

款，其中平安银行贷款 10,000.00 万元、浙商银行贷款 2,447.2036 万元、华润银行贷款 3,000.00 万元。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及存放利息净额合计 15,447.2036 万元偿还平安银行、

浙商银行、华润银行的贷款。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及存放利息净额合计

9,945.68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9,878.70 万元、存放利息净额 66.98 万元）用途变更为永久性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偿还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 660,500,000.00 元；

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的自筹资金 11,219,152.89

元；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红岭矿业探矿项目）的自筹资金 8,607,097.08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该事项 

注：此处募集资金总额为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