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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之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天成”或“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0796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

胜天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就问询函中需要中介机构发

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二、关于募集资金使用 

6、根据年报和相关公告，公司募集资金存在大额补流的情况。 2018 年 11 

月，公司终止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2.25 亿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 23.78 亿元的 51.51%。截至期末，本次募集

资金中 19.03 亿元已用于补流，实际投资金额仅为 5.36 亿元。请公司：（1）公

司于 2017 年 12 月将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募投项目终止

后，前述暂时补流资金直接转为永久补流，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请明确未

将补流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原因，是否为变相占用募集资金，以及使用合

规性；（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金额远低于计划投资金额，请明确具体资金投向

以及形成的资产情况，充分说明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远不及预期并终止的原因及

合理性；（3）说明前期是否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及依据，公司董事会是

否勤勉履职及依据；（4）详细说明上述补流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去向，是否

存在资金占用或其他利益安排；（5）请中介机构就上述问题逐一明确发表核查

意见，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发表结论性意见。 

【回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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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将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募

投项目终止后，前述暂时补流资金直接转为永久补流，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请明确未将补流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原因，是否为变相占用募集资金，以

及使用合规性。 

2016 年 10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17 号）核准，华胜天成

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8,620,689 股，扣除发行

费用共计募集资金净额 237,765.13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

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额 
募集资金余额 投入进度 

1 TOP项目 140,000.00 36,086.96 103,913.04 25.78% 

2 大数据项目 30,000.00 17,287.54 12,712.46 57.63% 

3 补充流动资金 67,765.14 67,792.23 - 100% 

合计 237,765.14 121,166.73 116,625.50 -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22,482.79 万元

（含利息及理财收益并扣减手续费），其中，专户存款金额为 9,482.79 万元，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 43,000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0 万元（尚未到期）。 

由于公司已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前述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 70,000 万元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在实施划转过程中，视同直接

划转，未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上述资

金主要用于支付采购货款、偿还银行贷款及日常费用支出等，没有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未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占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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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情形。 

（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金额远低于计划投资金额，请明确具体资金投向以

及形成的资产情况，充分说明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远不及预期并终止的原因及合

理性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可信开放高端计算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简称

“TOP项目”）、大数据平台技术工程实验室建设及行业应用服务项目（简称“大

数据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由于国产化替代在某些领域推广没有预期的力度大、速度快；随着自主计算

系统、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技术发展迅猛、用户需求不断更新，公司募投项目

在旅游、环保等行业拓展成效低于预期，公司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计划存在

较大差异。2018年4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TOP项目和大数

据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延期至2019年6月30日。  

进入2018年以来，募投项目实施的市场环境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新一

代云计算技术快速占领市场，对高端基础信息产品的冲击巨大，原有使用高端计

算基础信息产品的客户都在尝试使用云计算产品或探讨云化管理，大大减少了对

高端计算信息产品的采购。二是，2018年国家成立安全可靠技术和产业联盟（2019

年已更名为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安全可靠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可

委员会”），安可委员会对自主可控的定义发生变化，涉及国外技术转移的软件源

代码能否进入其产品认证序列，存在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上述市场和政策背景下，公司认为短期内若继续按照原有业务模式实施募

投项目难以达到预期效益，需要对募投项目进行战略性调整。经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推进期间，TOP项目已研发推出服务器、存储、数据库、

中间件等系列产品，累积形成 12 项软件著作权，大数据项目已研发推出旅游大

数据应用系统、水质监测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PM2.5大数据应用系统、基于云

计算大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平台、基于云计算的区域旅游大数据服务平台等多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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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系统和服务平台。募集资金使用及形成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TOP 项目 大数据项目 

固定资产 5,237 / 

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 29,786 6,748 

营业成本 / 9,066 

税金 1,267 1,484 

合计 36,290 17,298 

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履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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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的必

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3）说明前期是否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及依据，公司董事会是否勤

勉履职及依据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为以自主可控产品和技术研发为主的 TOP 项

目及大数据技术行业应用和市场推广的大数据项目。此两个研究方向并非从零开

始，公司自 2013 年就已经开始聚焦于自主可控的高端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相关产品以及市场应用的研发和投入，尤其是 2014 年开始公司引入国

际领先的高端计算技术，为公司推进募集项目奠定了技术基础。至 2015 年公司

申请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进行项目建设，此两个研究方向已历经两年的尝试

以及定位。 

在两个募投项目的具体落地方向上，公司董事会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会议

对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研究、论证，认为前述两个项目符合公司当时战略

规划与实际发展需要，具备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第三方可研机构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业务基础和技术储备等实际情况，遵循谨慎

性原则编制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上

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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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勤勉尽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实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严格资金存放和管理。董事会督促

相关部门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遵循必要的审批程序进行资金划

转。董事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并适时进行重新论证，定期

出具《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针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与投资

计划存在差异、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进行了及时的

信息披露，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是公司 2015 年根据当时市场发

展需求和公司发展战略制定，具备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已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详细说明上述补流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去向，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

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 2018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 TOP 项目和大数据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及理财利息收

入净额合计 122,475.61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上述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用途为： 

项目 金额（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 66,301.71 

支付采购货款及日常费用支出 56,173.90 

合计 122,475.61 

综上，公司已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支付采购货款及日常费用

支出，不存在资金占用或其他利益安排。 

注：采购货款及日常费用支出 56,173.9 万元，其中主要为向供应商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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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采购款，支付的日常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成本费用、交通差旅费、租金等

日常经营支出。 

经保荐机构核查：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专户流水及相关合同及凭证，公司变

更募投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采购货款、偿还银行短期贷款及日常费

用支出等，未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资金占用或其他利益安排。 

（5）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发表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华胜天成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

机构认为： 

华胜天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了规范的管理

与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议程序，有效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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