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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东方花旗”）作为上

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柘中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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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对柘中股份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

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东方花旗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注

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说明、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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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8号）核准，柘中股份发行了普通股（A股）

股票3,5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9.90元。截至2010年1月21日，公司实际已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696,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47,645,000.00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2010年1月21日对柘中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0）第10035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0年第一

期，总第四期)和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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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广

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并

要求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柘中股份本期将原用募集资金支付的路演费、广告

费、上市酒会费等合计2,064,015.92元调整记入管理费用科目，同时，柘中股份

于2010年12月31日将其未支付的发行费用5,891,299.08元转入交通银行上海化

学工业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调整后公司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55,600,315.00

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设立情况 

2010年1月21日，柘中股份将扣除承销保荐费用（承销费用2,882.50万元，

保荐费用600.00万元，合计3,482.5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66,167.50万元）分

别存放在公司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奉贤支行营业部、

农行上海南方商贸城支行和交通银行上海化学工业区支行，柘中股份于2010年1

月26日分别与三家银行和本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通过子公司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柘中”）

和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山柘中”）使用超募资金实施项目，柘

中股份于2010年10月29日与本保荐机构和上述两家子公司的存款银行农业银行

岱山衢山支行、工商银行衢山分理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上述

两家子公司使用的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专户监管。由于公司已将舟山柘中大型构件

有限公司、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故公司在中国农行股份有限

公司岱山衢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岱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户已于2013年10月办理注销手续。 

2013年6月，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新设募集资金专户。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 

2015年2月，公司子公司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与上海农商银行奉贤支行、

本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上海柘中航务工程有限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本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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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农业银行上海南方商贸城支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

学工业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由于专户中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故上述账

户注销手续已分别于2015年4月及2015年6月办理完毕。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与2017年12月拟将结余的全部超

募资金 （截至2017年12月20日超募资金余额 6,291.40万元加上至实际增资日产

生的全部利息收益）向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上

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增资。2018年1月，上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区支行开立募集资金账户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37,988,882.16元，2018年募集资金

项目支出金额为19,543,274.20元，净赎回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

20,000,000.0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使用募集资金738,532,156.36元。 

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中募集资金914,286.67元，2018年度募集资

金产生的收益扣减银行手续费净收入2,171,795.66元，本年度净赎回用于购买理

财产品的募集资金 20,000,000.00元，扣除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19,543,274.20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应剩余资金3,542,808.13元，实际账面

资金3,542,808.13元，差异0.00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4,200.00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柘中股份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初始募集资金 655,600,315.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金额 738,988,882.16 

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406,956,082.16 

归还贷款使用 8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20,000,000.00 

增资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使用 70,000,000.00 

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使用 32,800.00 

上海柘中投资有限公司使用 100,000,000.00 

购买理财 62,000,000.00 

2018 年当期使用金额 -456,7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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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上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使用 19,543,274.20 

理财赎回 140,000,000.00 

购买理财 120,000,000.00 

累计利息收益减支付银行手续费 86,474,649.49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3,542,808.13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3,542,808.1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支出人民币

2,034,790,000.00元，累计已收回金额为人民币1,992,790,000.00元，购买理财

产品余额42,000,000.00元。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柘中股份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交通银行化工区支行 310069024018800008476 3,542,782.08 募集资金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8800019120 26.05 募集资金活期 

合 计  3,542,808.1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柘中股份募集资金专户理财产品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  行 理财产品名称 金  额 生效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42,000,000.00 2018-11-2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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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上海

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与本保荐机构、各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均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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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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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柘中股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直径 PHC 管

桩的改扩建及配套码头项目和新建研发中心合计投入资金 11,456.65万元。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终止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将投入“ 大直径 PHC 管桩的改

扩建及配套码头、购建运桩船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 上

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原计划投资的募投项目为“大直径 PHC 管桩的改扩建及配套码头、购

建运桩船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其中已投资的部分为大直径 PHC 管桩的改扩

建一期工程和新建研发中心工程，本次拟终止的项目为原计划的大直径 PHC 管

桩的改扩建全部后续工程、配套码头工程和购建运桩船项目，上述项目原计划投

资总额为30,615.00万元，截至2015年1月13日已累计投入总额为11,208.61万元。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后，公司募投项目结余资金19,406.39 万元，募集资

金管理和存放期间，累计产生理财和利息收益4,772.68 万元，募集资金共计余

额为24,179.07万元，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款和理财专户中（其中后期尚

需支付尾款350.67万元，归还公司前期用自有资金垫付的资金551.14万元，扣除

上述款项后，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23,277.26 万元）。公司拟将结余的全部募投

资金可用余额（包括2015年1月13日至实际出资日间的利息收益）投入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正在实施的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中，本次变更投

向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及其理财和利息收入总额的65.78%。    

公司已于2015年2月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233,251,674.08元用于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建设。 

公司已于2015年6月使用超募集资金向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53,568,438.03元用于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建设。 

公司已于2015年8月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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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0.00元用于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建设。 

（四）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柘中股份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655,600,315.00元，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总额为人民币306,150,000.00

元，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349,450,315.00元。 

1、经柘中股份于2010年2月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柘中股份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归还银行贷款 

柘中股份归还8,000万元银行贷款，包括：（1）交通银行奉贤支行2,000万

元（贷款期限：2009年12月15日到2010年6月15日）；（2）农业银行南方商贸城

支行3,000万元（贷款期限：2009年5月31日到2010年5月25日）；（3）工商银行

奉贤支行3,000万元（贷款期限：2009年6月30日到2010年6月25日）。 

（2）补充流动资金 

柘中股份补充流动资金2,0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钢材4,000吨。 

2、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经柘中股份于2010年7月1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0年7

月30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超募资金2,000万元用于岱山柘中和超

募资金2,000万元用于舟山柘中设立时的注册资金。 

3、通过子公司实施项目 

2010年8月26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舟山柘中与岱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

合同，投资开发小衢山并建设海上工程大型构件制造基地项目，项目投资总额

19.7亿元，项目分三期实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岱山柘中与岱山县人民政府签订

了投资合同，投资开发建设海上物流中转项目，项目投资总额15.7亿元，项目建

设期为三年。 

公司于2010年9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舟山柘中大型构件”“岱山柘中建材”增加注册资本及开设专户、使用专户资

金的议案》，公司拟向舟山柘中追加投资4,000万元、岱山柘中追加投资3,000

万元，追加投资后舟山柘中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岱山柘中的注册资本为5,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超募资金。上述两家子公司合计资本金11,000万元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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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用来支付舟山柘中、岱山柘中投资项目的前期费用。公司独立董事明确发表了

同意意见，本保荐机构也出具了核查意见，相关事项经公司于2010年9月28日召

开的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情况 

2010年度柘中股份合计向舟山柘中的募集资金专户转入6,000万元（其中

2,000万元系使用超募资金，4,000万元系自有资金），舟山柘中支付小衢山补偿

款49,475,129.00元。 

柘中股份于2011年1月26日将4,000.00万元超募资金从交通银行上海化学工

业区支行转至一般帐户用于置换前期投入舟山柘中使用的自有资金。 

柘中股份于2011年4月11日将交通银行上海化学工业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转出500万元至舟山柘中的基本帐户，其中457万元用于支付矿山资源出让保证

金，28万元用于支付海底电缆费，截至2011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15万元仍存

放在该基本帐户。柘中股份该次使用超募资金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未出具专项意

见且资金未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011年9月，舟山柘中参与了舟山市岱山县衢山镇小衢村普通建筑用石料（凝

灰岩）采矿权的现场拍卖，由于现场竞拍价格已达41,800万元，此价格加上开发

费用已经超出了公司测算的该矿山项目预期开发价值投资，公司不再继续参与该

采矿权的竟拍。岱山县土地储备中心于2011年12月28日将舟山柘中前期支付的小

衢山拆迁补偿款、土地征用预付款等款项合计6474.5129万元，退还并转回舟山

柘中的募集资金专户。 

综上，柘中股份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舟山柘中6500万元，用于投资开发小

衢山并建设海上工程大型构件制造基地项目所需的土地出让金、拆迁补偿款，公

司为此项目累计支出6484.5129万元， 2011年12月28日，岱山县土地储备中心将

舟山柘中已经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拆迁补偿款6474.5129万元退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中，舟山柘中累计为该项目支付募集资金10万元。 

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将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6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并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替换。2012

年1月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将超募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行股份有限公司岱山衢山支行19-415301040006059账户退还至公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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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支行310069024018010014345账

户，余款人民币500万元已于2013年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3年，公司收回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款项67,200元至募集资金专

户。至此，该项目实际使用超募资金为32,800.00元。 

2013年，公司将持有的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对应的

超募资金项目已经完成。 

（2）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情况 

岱山柘中于2010年8月27日将柘中股份投入的2,000.00万元支付给岱山县土

地储备与开发整理中心。 

公司本应使用超募资金3,000万元对舟山柘中进行增资并进行相关的项目建

设，但鉴于公司的募集资金均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提前支取将会损失较多利息，

因此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000万元对岱山柘中进行增资，并将该部分增资资金进

行前期项目投入。公司于2011年5月18日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再

用超募资金替换前期投入岱山柘中的3,000.00万元自有资金。 

根据2012年1月9日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通过将超募资金5,000万元用于追

加对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用于支付购置土地款。 

2013年，公司将持有的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对应的超募

资金项目已经完成。 

（3）增资上海柘中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为满足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布局的需要，延伸公司 PHC 管桩业务产业链，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6,000.00 万元和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上海柘中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15年1月和2015年2

月将超募资金6,000万元用于上海柘中航务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柘中建

设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 

（4）增资上海当量实业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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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流动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布局的需要，公司拟将超募资金中的

10,000.00 万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当量实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柘中投

资有限公司)增资。当量实业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00万元，本次增资后当

量实业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14,000.00万元。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15年2月将超募资金

10,000万元用于追加对上海当量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5）增资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15年6月将全部剩余

超募资金余额及其全部利息收益共计53,568,438.03元用于追加对全资子公司上

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的投资，用于保障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后续建设。 

（6）增资上海天捷建设过程有限公司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与2017年12月拟将结余的全部超

募资金 （截至2017年12月20日超募资金余额 6,291.40万元加上至实际增资日产

生的全部利息收益）向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上

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2018年1月，上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

区支行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收到超募资金63,770,396.26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使用超募资金

19,543,274.20元，另购买理财产品42,000,000.00元。 

（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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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560.0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9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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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53.2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238.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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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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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承诺投资项目   

1.大直径 PHC 管桩

的改扩建及配套码

头 

是 19,382.00 10,189.65   10,189.65 1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购建运桩船 是 9,966.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新建研发中心 是 1,267.00 1,267.00   1,267.00 100 2013 年 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地铁环控研制基

地 

否 29,238.95 29,238.95   29,238.95 100 2015 年 12 月 3,632.90 是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9,853.95 40,695.60   40,695.60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8,000.00           

2、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3、岱山柘中建材有

限公司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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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舟山柘中大型构

件有限公司 

        3.28           

5、上海柘中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00           

6、上海天捷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954.33 1,954.33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954.33 28,957.61           

合计       1,954.33 69,653.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存款 8,000 万元，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 2,000 万元，投资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 7,000 万元、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使用 3.28 万元、增资上海柘中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增资上海柘中建设有限公司

6,000 万元，增资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 5,356.84 万元，2016 年 12 月上海柘中建设有限公司收回 6,000 万元、增资上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377.0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期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为上海天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建生产厂房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上海市奉贤区茂园路 399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做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本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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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本期未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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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按照募投项目陆续投入，目前均存放在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专户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理财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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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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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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环控研制基地 

大直径 PHC 管桩的

改扩建及配套码头、

购建运桩船 

29,238.95 
 

29,238.95 100 2015 年 12 月 3,632.90 是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自 2010 年 1 月募集资金到位后，2010 年至 2011 年间原募投项目受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影响无法建设实施，后因 2012 年至 2014 年间宏观经

济及水工建设和水运行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产品市场减少，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利润及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要求以及公司产能、市场等实际情况和公司对行业情况的调研分析，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和控制募集资金资金使用风险，公司董事会认为当

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下，原公司募投项目不宜继续投资建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终止并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大直径 PHC 管桩的改扩建及配套码头》、《购建运桩穿》

和《新建研发中心》变更为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地铁环控研制基地》项目，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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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三）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

用情况”。 

（八）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九）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按照募投项目陆续投入，目前均存放在募集资金

银行存款专户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理财产品中。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合规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8 年度，柘中股份基本能够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法规和制度要求管理和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本保荐机构对柘中股份董事会披露的 2018 年度《上海柘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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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于  力               张  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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