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西藏

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民爆”、“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高争民爆 2018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16 号文《关于核准西藏高

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4,600 万股，发行方式为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23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8,58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1,214,800.00 元后，已缴入募集的股款为人民币 357,365,200.00 元。同时扣除公

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预付保荐费、发行手续费、审计评估费、律师费等费

用合计人民币 7,837,000.00 元，实际募集股款为人民币 349,528,200.00 元。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840 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及余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349,528,200.00 



项目 金额（元） 

  减：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35,246,869.83 

      其中：前期投入资金置换 36,280,200.00 

            以前年度累计投入 93,921,291.62 

            本年度投入 5,045,378.21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032,234.45 

  加：累计理财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 2,035,135.71 

购买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15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67,348,700.3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拉萨市国际城支行 
954000010000088000 16,504,166.99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北京中路支行 
54050101363600001163 5,677,944.95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38812194550 5,401,787.30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0158000429100011139 19,334,884.48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

分行 
8116201013500004615 20,429,916.61 - 

合计 - 67,348,700.33 -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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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公司预算范围

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项目

实施部门执行。 

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与保荐机构财富证券、

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

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5,045,378.21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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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以及调整募集资金使用

安排的议案》，对“危险货物运输项目”的实施地点等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

况如下： 

1、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危险货物运输项目”的停车场、办公场所、维修车间

的实施地点由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变更至昌都市卡若区沙格村。 

2、由于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以及公司对该项目的重新规划，导致募投

项目资金使用明细调整变更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估算投资（万元）变更前 估算投资（万元）变更后 

1 工程费用 2,236.00 2137.70 

1.1 建筑工程费 307.70 1387.70 

1.2 设备购置费 1,830.00 750.00 



序号 费用名称 估算投资（万元）变更前 估算投资（万元）变更后 

1.3 安装工程费 98.30 0.00 

2 其他费用 152.70 251.00 

3 预备费 143.30 0.00 

4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 643.30 

合    计 3,032.00 3,032.00 

 

除上述情况外，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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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3,628.02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350 号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先期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部分的置换。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有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7,348,700.33 元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使用 150, 000,000.00 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 15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上述理财资金及收益 155,717,997.78 元已于 2019 年 1 月 9 日由公司银行账

户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 年度，公司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高争民爆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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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

集资金管理法规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有效执行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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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冯海轩              肖维平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952.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504.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3,524.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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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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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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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 
否 10,505.734 10,505.73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

产线建设项目 
否 6,722.30 6,722.30  154.21 2.29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 否 4,502.90 4,502.90  474.24  2,662.47 59.13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否 3,026.00 3,026.00 

 

2,464.92 81.46 2017 年 9 月 30 日 

乳化炸药

生产线净

利润较技

改前增加

557.59 万元 

是 否 

5.危险货物运输项目 是 3,032.00 3,032.00 30.30 1,067.03 35.19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7,163.886 7,163.886  7,176.06 100.1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4,952.82 34,952.82 504.54 13,524.69 - - - - - 



超募资金投向（无）  

归还银行贷款（无）           

补充流动资金（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4,952.82 34,952.82 504.54 13,524.6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高争爆破公司其他股东就增资具体方案与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增资方案需经相关部门的审批，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使用进度滞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由原计划的 2018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公司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由于目前部分智能化设备尚处于选型阶段，部分募集资金未能正常投入使用，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由原计划的 2017 年 9 月 30 日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危险货物运输项目：由于土地出让手续正在申请办理，导致该项目办公场所、停车场、维修车间等基础设施未能正常建设，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危险货物运输在项目由原计划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因数码芯片电子雷管技术

不成熟、不稳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藏建设雷管生产线存在原料的运输风险、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决定终止实施“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此议案尚

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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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

案》。根据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节约成本，较为充分的利用已有设备、降低设备采购支出，公司将该项目总投资金额 15,366.00 万元调整为 7,875.2588 万

元，其中使用募投金额由 10,505.734 万元变更为 5,000.00 万元。此议案尚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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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尚有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7,348,700.33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使用 150, 000,000.00 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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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