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广东柏堡

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堡龙”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对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审计报告、会计师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

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

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622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 23.29 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610,663,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8,923,764.6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61,740,035.40 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567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投入的金额为



 

139,547,465.78 元，具体情况如下：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104,938,863.50 元，本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34,608,602.28 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

的累计净额为 20,051,330.63 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42,243,900.25 元。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84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30,698,204 股，每股

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2.20 元。截止 2016 年 10 月 26 日止，本公司共

募集资金 988,482,168.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0,904,601.3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77,577,567.45 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6]第 310898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投入的金额为

390,000,422.83 元，具体情况如下：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98,156,823.04 元，本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291,843,599.79 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

的累计净额为 24,451,950.46 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12,029,095.08 元。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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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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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连同保

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普宁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中国民生银行揭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揭阳普

宁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西市

场支行、东亚银行（中国）揭阳支行、广东南粤银行揭阳分行营业部、汇丰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浦发

银行广州五羊支行、浙商银行罗湖支行、中国民生银行揭阳普宁广达支行、厦门

国际银行珠海支行、广东普宁农村商业银行流沙支行（已销户）、中国建设银行

普宁支行（已销户）、中国银行揭阳分行（已销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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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公司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同时考虑到银企战略合作等因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的有关规定，经 2015 年 9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与上海浦发银行广州五羊支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开立专户，将存放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募集资金及截止 2015

年 9 月 15 日衍生利息合计 88,415,240.00 元一并调整至上海浦发银行广州五羊支

行进行专户存储，同时注销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调整不涉及资金用途的变更，

公司其它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不变。 

根据上述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1）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

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

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

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2）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3）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



 

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4）

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5%的，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5）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

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开发行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8/12/31 存储方式 

广发银行揭阳支行 126003505010001056   36,887,248.64  活期 

广发银行揭阳支行 126003505010001056     薪加薪 16 号 

农业银行普宁西市场支行 44149801040001755   263,205.93  活期 

中国银行揭阳普宁支行 710765878830   143,683,335.14  活期 

浦发银行广州五羊支行 82080155200000086   578,693.5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揭阳分行 694504640   81,511,104.61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揭阳普宁支行 2019002229201021886   37,320,312.35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揭阳普宁支行 2019002229201021886     
工银理财共

赢 3 号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81210125100065981 
 

20,000,000.00  
“聚利宝”理

财产品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81210125100065257 
 

30,000,000.00  
“聚利宝”理

财产品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8121012500065245   40,000,000.00  
“聚利宝”理

财产品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81210151200057415   52,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农业银行普宁西市场支行 44149862700000003     2016 年销户 

广东普宁农村商业银行流沙支行 80020000007534469     2016 年销户 

中国建设揭阳普宁支行 44001790301053006630     2015 年销户 

中国银行揭阳分行 728965664250 571,023,972.00    2015 年销户 

合计   571,023,972.00  442,243,900.25    

注：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9,283,936.60 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2018/12/31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揭阳普宁支行 2019002229201022141    9,847,210.31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揭阳普宁支行 2019002229201022141     共银理财共赢 3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2018/12/31 存储方式 

号 

东亚银行（中国）揭阳支行 111720008687400   16,082.80  活期 

东亚银行（中国）揭阳支行 111720008687400   6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广东南粤银行揭阳分行营业部 630001230900005683   141,570,852.64  活期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

支行 
678000340011   59,563.98  活期 

浦发银行广州五羊支行 82080154500000443                  活期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755930062310907   339,809.82  活期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75593006238000013                活期 

浙商银行罗湖支行 
5840000610120100000

841  
200,446,064.25  活期 

招商银行车公庙支行 755931434410605 
 

41.02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揭阳普宁广达支行 606850119 
 

21,234,823.28  活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

支行 
111720009134400 

 

             

-    
活期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

支行 
678000506011 

 

             

-    
活期 

广东南粤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 630001230900006251 
 

100.26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

支行 

2019002229201022241

6  
181,465.34  活期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

支行 
678000506011   

             

-    
活期 

兴业银行深圳南新支行 337180100100266240 
 

30,070,556.55 活期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981210151200056411   6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981210151200056400   4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981210151200057397   8,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981210125100060235   40,000,000.00  

“聚利宝”理财产

品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755930062310205 978,574,311.45   262,524.83  活期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支行 8044100000000607                 2017 年销户 

合计   978,574,311.45  612,029,095.08   

注：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996,744.00 元。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

因及其情况 

“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是公司营销平台的配套项目及重要组成部分，无

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经 2016 年 7 月 20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

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

地点，其中“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由原实施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

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变更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大浪北路北侧，

“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原实施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

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变更为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一路以南、南翔

支路以东。 

经 2016 年 12 月 13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创意设

计中心建设项目”由变更前实施主体柏堡龙变更为深圳星禾时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禾时装”），“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由变更前实施主体柏堡龙变更为

星禾时装和深圳衣全球联合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全球”）共同实施，实施

地点由原实施地点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一路以南、南翔支路以东变更为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大浪北路北侧。 

经 2017 年 4 月 27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衣全球主体整体

吸收合并另一全资子星禾时装，吸收合并后，衣全球继续存续、星禾时装依法注

销。2017 年 7 月 18 日完成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及

“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衣全球。 

除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外，本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无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1、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 2018 年 1 月 26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

议作出的两年期内使用不超过 2.5 亿元（含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14,200.00，其中：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聚利宝’理

财产品”9,000.00 万元，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5,200.00 万

元。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 2016 年 12 月 13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的两年期内使用不

超过 6.5 亿元（含 6.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20,800.00 万元，其中：用于购买东亚银行“结构性理财产

品”6,000 万元，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10,800.00 万元，用

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聚利宝’理财产品”4,000 万元，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的

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七、会计师对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柏堡龙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

实反映了柏堡龙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8 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

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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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6,174.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460.8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3,9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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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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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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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设计中心

建设项目 
 31,841.59 31,841.59  728.00 2.29   建设期 否 

创意展示中心

建设项目 
 8,507.69 8,507.69 3,115.20 7,119.20   83.68   建设期 否 

服装生产性扩

产建设项目 
 15,856.74 15,856.74 345.66 6,107.55 38.52  1,094.66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56,206.02 56,206.02 3,460.86  13,954.75  24.83  1,094.66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和“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因实施地点的变更，目前正在深圳、广州两地开展基建工程，公司将加快工程进度，以期早日

建成投入运营，为公司产生经济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经 2016 年 7 月 20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其中“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由原实施地点广东省普宁

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变更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大浪北路北侧，“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原实施地点广

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变更为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一路以南、南翔支路以东。 

经 2016 年 12 月 13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创

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由变更前实施主体柏堡龙变更为星禾时装。经 2017 年 4 月 27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衣全球为主体整体吸收合并另一全资子公司星禾时装，吸收合并后，衣全球继续存续、星禾时装

依法注销。2017 年 7 月 18 日完成吸收合并。“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衣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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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经 2018 年 1 月 26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

董事会决议作出的两年期内使用不超过 2.5 亿元（含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14,200.00，其中：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聚

利宝’理财产品”9,000.00 万元，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5,2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附件 2  

第一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757.76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9,184.3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9,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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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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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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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时尚设计

生态圈项目 
 98,848.22 98,848.22 29,184.36 39,000.04 39.45   建设期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98,848.22 98,848.22 29,184.36 39,000.04 39.45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业务开展顺利，基建项目因实施地点的变更，目前正开展基建工程，公司将加快工程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经 2016 年 12 月 13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全

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由变更前实施主体柏堡龙变更为星禾时装和衣全球共同实施，实施地点由原实施地点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一路以南、南

翔支路以东变更为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大浪北路北侧。经 2017 年 4 月 27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衣全球为主体整体吸收合并另一全资子公司星禾时装，吸收合并后，衣全球继续存续、星禾时装依法注销，

2017 年 7 月 18 日完成吸收合并。“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衣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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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经 2016 年 12 月 13 日柏堡龙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的两年期内使用不超过 6.5 亿元（含 6.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20,800.00 万元，其中：用于购买东亚银行“结构性

理财产品”6,000 万元，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10,800.00 万元，用于购买海口联合农商银行“‘聚利宝’理财产品”4,000 万元，剩余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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