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长沙

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股份”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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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开元股份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811号文《关于核准长沙开元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5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7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500 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合

计 4,150.42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6,349.58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14,330.2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

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2012〕中磊（验 C）字第 0045 号）。公司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具体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募投项目 存储银行 账户号码 存储金额 

1 
自动化机械采样装置升

级扩能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县支行 
18030901040015219 120,000,000.00 

2 
中子活化在线检测分析

装置产业化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支行 
431655000018010070096 60,000,000.0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141001516010010927 40,193,200.00 

4 超募资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601582000130 50,000,000.00 



 

2、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309,954,595.95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0,388,351.40 元。2018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 74,766,100.15 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36,557.91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84,720,696.10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1,224,909.31元。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本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余额为 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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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募

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事项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分别

在以下六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且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县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营业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分别签定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此次募集资金余额为零。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长沙分行营业部 

5 超募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支行 
731902328110601 50,000,000.00 

6 超募资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3104014170000514 43,302,586.79 

合   计 363,495,786.79 



2018 年 3月 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及利息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现金对价的议案》。公司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

息及其他自有自筹资金支付 2017年 2月 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江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8 号）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剩余现

金对价，最终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支付现金对价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4,393,194.35 元。 公司于 2018 年 4月支付现金对价 74,393,004.28 元，并且

于 2018 年 5月将剩余超募资金（含利息）373,095.87 元转入公司基本账户，并

注销超募资金账户。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无问题。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开元股份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符合《公司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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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

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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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1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3,495,786.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766,100.1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4,720,696.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8,493,340.2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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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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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自动化机械采

样装置升级扩

能项目 

否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3,798,328.02 103.17% 2015/8/31 
-1,988,1

43.25 
否 否 

中子活化在线

检测分析装置

产业化项目 

是 60,000,000.00 15,650,000.00  15,591,547.43 99.63% 项目内容已变更  不适用 是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是 40,193,200.00 3,384,900.00  3,141,437.22 92.81% 项目终止  不适用 是 

燃料智能化管

控系统产业化

项目 

否  44,350,000.00 44,350,000.00  45,627,411.88 102.88% 2015/12/31 
-3,002,0

88.78 
否 否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终止,剩

余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 

 是 
  

  
  39,688,333.45 100.00%     



自动化机械采样

装置项目剩余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 

  否    3,175.19 100.00%     

燃料智能化管

控系统产业化

项目剩余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174,419.70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20,193,200.00 183,384,900.00  231,024,652.89   
-4,990,2

32.03 
  

超募资金投向 

购买北京办事

处办公场所 
 22,000,000.00 22,000,000.00  21,729,943.06 100% 

 

 

 

   

归还银行贷款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100%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32,200,000.00 32,200,000.00  32,200,000.00 100%     

支付购买标的

现金对价 
 74,393,914.35  74，393,004.28 74,393,004.28 100%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373,095.87 373,095.87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79,200,000.00 79,200,000.00 74,766,100.15 153,696,043.21      

合  计   299,393,200.00 262,584,900.00   384,720,696.10   
-4,990,2

32.0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以销定产，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销售订单未到达预期，部分项目处于

实施过程中，未实现收入，从而导致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期。 

自动化机械采样装置升级扩能项目：该项目以销定产，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销售订单未到达预期，从而导致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终止主要原因在于：（1）因公司经过前期大量的内部资源整合，已调剂出了研发中心建设所需的办公及试验场所，故无需

再新建研发中心所需的办公及试验场所等建筑工程与安装工程投资，只需再进一步加强研发中心建设所需的相关平台建设，如果继续投资研发中心的

建筑工程与安装工程，将会浪费募投资金，闲置公司相关资产。（2）公司根据经济与市场形势，对研发中心组织结构及相关资源进行了调整与整合，

首先，取消了水分析研究部，水分析研究部原计划所需研发设备（含硬件与软件）共计330 万元装备已不再需要购置；其次，公司中心化验室运用公

司自有技术对其原有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以及使用公司自产先进仪器替代办法，使原研发中心项目建设的中心化验室投资节省540 万元；再有，通过

向政府申报项目形式，近三年累计利用政府补助资金1,015 万元优先投入在线检测研发部、采样设备研究部、制样设备研究部、分析仪器研发部等所

需的设备投资；另外，因市场形势变化，原主要为采制样与仪器服务的中试部，其相关设备没有规模投入，都是临时通过调剂生产设备解决所需，目

前，因市场对燃料智能化管控需求强烈，公司及时加大燃料智能化管控项目投入，中试部所需设备也需要大规模改变，因此，中试部所需新的设备（含

软件与硬件）由燃料智能化管控项目投入解决。2014 年9 月24 日，经公司第二届第七次董事会批准，决定拟终止实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共计3,909.32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到期利息）3,968.83万元

转至基本结算户。“中子活化在线检测分析装置产业化项目”变更为“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详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所

述。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2012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永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归还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贷款 1,500.00万元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县支行的贷款 1,000.00万元，已于 2012 年 8月

31日实施完毕；使用超募资金 360.00万元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于 2012年 8 月 31日实施完毕。2013年 9 月 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北京办事处办公场所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200 万元的超募资金（具体金额以最终决算

为准），购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28 号天安国汇 28 号楼 1215 号房，共计 197.83 平方米作为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办公场所，承担公司海外、

华北区域及五大电力集团集中采购市场的市场开发与销售管理、产品与技术方案展示、技术研究、技术与商业信息收集等职能。鉴于超募资金当时已

以定期存单的形式存于募集资金账户，为了节省财务费用，本次购置北京办事处办公场所所需资金暂先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待定期存单到期后，再

用超募资金等额偿还。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办公场所最终决算金额为 21,729,943.06 元。2013 年，公司已用超募资金 21,729,943.06 元等额偿还到公司

结算账户。2013年 10 月 2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2,860 万元用于主营业务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议案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经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3 年度，公司已办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手续。2018年 3 月 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现金对价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及其他自有自筹资金支付 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向江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8 号）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剩余现金对价，最终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及利息支付现金对价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4,393,194.35元。 公司于 2018年 4月支付现金对价 74,393,004.28 元，并且于 2018年 5月将剩余超

募资金（含利息） 373,095.87 元转入公司基本账户，并注销超募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经2012年8月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原来的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产业基地茶塘路与凉塘东路交汇的东北角地块变更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172号目前

公司所在地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自动化机械采样装置升级扩能项目”先期投入2,813.24万元， 2012年8月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813.24万元。中磊会计事师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2012]

中磊(专审 A)字第0280号《关于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2013年5月2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6个月，2013年11月，公司已按时将上述3,6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自动化机械采样装置升级扩能项目本期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剩余资金3,175.19元已转入基本户。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2015年12月

31日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剩余资金3,172,636.14元为该项目资金累积产生的利息及压缩费用后所剩余的资金，剩余资金已经董事会

批准转为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 

     2018年 6 月 

编制单位：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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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燃料智能化管 中子活化在线检 44,350,000.00   45,627,411.88 102.88% 2015-12-31 -3,002,08 否 否 



控系统产业化

项目 

测分析装置产业

化项目 

8.78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39,093,200.00  39,688,333.4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自动化机械采

样装置项目剩

余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 

 自动化机械采

样装置项目 
  3,175.19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燃料智能化管

控系统产业化

项目剩余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燃料智能化管

控系统产业化

项目 

 3,174,419.70 3,174,419.7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  计 － 83,443,200.00  88,493,340.22 －  
-3,002,08

8.78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变更原因：（1）“中子活化在线检测分析装置产业化项目”立项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中子活化在线检测分析

装置产业化项目因产品部分部件如中子管控制高压电源等关键部件得不到产业化供应，以及国家对放射源管理加强，导致

使用单位使用意愿减弱，以燃煤发电企业为代表的耗煤企业积极开展实施燃料智能化管理项目等因素影响，使中子活化在

线检测分析装置产业化项目原来假设的条件及可行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建设进度缓慢。预计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按计

划完成并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2）燃料智能化管理是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手段，实现燃料全过程管理自动化、

信息化、管理环节无缝对接、无人值守，管理数据自动生成、网络传输，工作全程实时监控。燃料智能化建设改造不仅可

以解决高能耗企业在燃煤管理环节的漏洞，降本增效，提升企业效益，还可以消除人为因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起到强化

内部控制和防腐倡廉的功效，符合国企改革政策。因此，不论从经济上还是政策性上，燃料智能化管理建设已经成为高能

耗企业主流的发展趋势。“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具备扩大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经营规模的

条件，有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进一步巩固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实现跨越式发展。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公司于 2014年 9月 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拟将原募投项目中 “中子活化在线检测分析装置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变更为 “燃

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计划总投资估算为 4,435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净额

的 12.20%。“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业化项目”不需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报批与备案手续。2014 年 10月 14日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