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四川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超凡股份，证券代码：
833183）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广发证券”）作为超凡股份的主办券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
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
融资》等有关规定，对超凡股份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挂牌以来，超凡股份共完成一次股票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12 月 28 日，超凡股份召开 2015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在内的多项议案，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等 6 名投资者共计
发行股票 685,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3.2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776,250 元。本次股票发行目的是为做市商提供股票来源及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2016 年 1 月 19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
会 B 验字（2016）001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2016 年 1 月 5 日止，超
凡股份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共计 22,776,250 元已经全部到位。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 252,024.18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2,524,225.82 元。
2016 年 2 月 19 日，超凡股份取得了《关于四川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1515 号）。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超凡股份第一次股票发行收款银行账户为公司的一般账户，缴存银行为兴业
银行成都提督街支行，账号为 431250100100059770。2016 年 2 月 19 日，超凡股
份取得了《关于四川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股
转系统函【2016】1515 号）。超凡股份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具体见本
专项核查报告之“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超凡股份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募集资金设立专项资金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将剩余
募集资金转至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行专户存储。
超凡股份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加强对于募
集资金的管理。
超凡股份已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前完成与开户银行、主办券商签署三方监管
协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转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序号

日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存入金额

1

2016-9-7

中国农业银行成都解放路支行

22892101040013291

5,000,000.00

2

2016-9-7

中国农业银行成都解放路支行

22892101040013291

8,000,000.00

3

2016-9-8

中国农业银行成都解放路支行

22892101040013291

9,524,225.82

合

计

22,524,225.82

超凡股份此次股票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专户管理，但超凡股份
严格按现有的制度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
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存在取得股转系统出具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况，具体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之“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
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发布后，超凡股份将剩余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项目投向变更、
使用管理与监督等进行规定，以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8 日，超凡股份召开 2015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超凡股份第一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针对上述募集资金，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以使股东利益最大化，2016
年度超凡股份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产品

产品类型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投资金额

购买日期

投资期限

赎回日

利息（元）

539.53

2016/1/6

14天

2016/1/20

5,380.53

保本固定收益类

400.00

2016/7/15 及时赎回

2016/7/28

3,177.78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400.00

2016/7/19 及时赎回

2016/7/28

2,200.00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400.00

2016/7/22 及时赎回

2016/7/28

1,466.67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800.00

2016/7/25 及时赎回

2016/7/28

1,466.67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500.00

2016/7/28

14天

2016/8/11

4,986.30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1,000.00

2016/8/1

7天

2016/8/8

4,602.74

保本固定收益类

500.00

2016/7/30

34天

2016-9-2

12,109.59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500.00

2016/8/8

14天

2016/8/22

4,602.74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500.00

2016/8/10 及时赎回

2016-9-5

4602.74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500.00

2016/8/12 及时赎回

2016-9-5

6575.34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类

500.00

2016/8/22

14天

2016-9-6

7397.26

保本固定收益类

400.00

2016-10-19

90天

未赎回

/

保本浮动收益类

100.00

2016-10-21 及时赎回 2016-11-22

保本浮动收益类

300.00

2016-10-21 及时赎回 2016-12-15 10849.32

保本浮动收益类

600.00

2016-10-21 及时赎回

农业银行“本利丰”人
民币理财产品

农业银行“本利丰”人
民币理财产品
农业银行“本利丰步步
高”人民币理财产品
农业银行“本利丰步步
高”人民币理财产品
农业银行“本利丰步步
高”人民币理财产品

（万元）

未赎回

2080.82

/

备注：
（1）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短期闲置资金的收益，实现股
东利益最大化，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经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超凡股份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或相关金融机

构发售的低风险、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超凡股份已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货币基金
产品、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5）。
（2）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
规定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
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要求，上述行为属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行为。现超凡股份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该管理办法，超凡股份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
意见并披露。因此，超凡股份监事会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对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货币基金产品、银行理财产品进行了确认。
（3）2016 年 10 月 20 日，超凡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保收益型及浮动型收益理财产品
的议案》，决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保收益型及浮动型收益理财
产品,即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90 天期（三个月）、62 天期（两个月）和 34
天期（一个月）产品或“本利丰步步高”30-60 天期、61-180 天期理财产品，购
买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含 2000 万元）。超凡股份监事会已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
保收益型及浮动型收益理财产品的议案》进行了确认，并披露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保收益型及浮动型收益理财产品的公告》。
2、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超凡股份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776,250

减：发行费用

252,024.18

募集资金净额

22,524,225.82

投资项
目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投入
金额

本期已投入金
额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投入金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余额

补充公
司流动

0

11,964,887.92

11,964,887.92

10,559,337.90

资金
合计

0

11,964,887.92

11,964,887.92

10,559,337.90

注：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日，超凡股份用于现金管理尚未赎回的闲置募集资
金余额为 1000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超凡股份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总额为
11,964,887.92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发生日期

金额（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支票支出

2016 年 10 月 10 日

35

超凡运营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装修首款及物管费

2016 年 10 月 8 日

971,126.00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员工 9 月薪酬

2016 年 10 月 14 日

3,616,788.59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员工 10 月薪酬

2016 年 11 月 15 日

3,411,022.59

超凡运营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装修二期款

2016 年 11 月 22 日

759,500.00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员工 11 月薪酬

2016 年 12 月 15 日

3,206,415.74

合计

11,964,887.92

备注：2016 年 10 月 9 日超凡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用募集资金代全资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的议案》。超凡股份使用募集资金代下
属全资子公司超凡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支付房屋装修费 2,170,000.00 元，支
付物管费 211,626.00 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代全资子公司支付员工
工资的议案》。超凡股份使用募集资金代下属全资子公司成都超凡志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北京超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支付 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
员工工资不超过 9,500,000.00 元。
四、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超凡股份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超凡股份基本上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
露了相关信息，但在募集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016 年 1 月 6 日，因超凡股份当时尚未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以及内部
沟通不到位等原因导致财务人员误用募集资金款 539.5 万元，购买了低风险、短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2016 年 1 月 8 日超凡股份发现上述情况后，立即于当日将
资金返回。

针对上述问题，为加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超凡股份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并联合主办券商对超凡股份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员工进行专项培训，
超凡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公司章程》和《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