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旅游”、“公司”）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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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
就北京旅游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审慎
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384 号文）核准，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北京旅游”）向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力控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发行价格 10.75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37,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818,109.78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525,681,890.22 元，募集资金到账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12 日，由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喜验字（2011）第 02005 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84,809.18元。
（二）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0年7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2010年8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2010年8月18
日召开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到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38,285
万元用于项目投资，13,465万元将用于偿还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银行贷款，其余

2,000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募集资金金额

537,500,000.00

发行费用金额

11,818,109.78

募集资金净额

525,681,890.22

1、201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380,420,222.06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45,770,222.06

归还银行贷款金额

134,65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0,000,000.00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335,625.29

使用自有资金垫付金额

1,453,682.58

募集资金2011.12.31余额

162,869,085.81

2、201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08,555,142.89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735,358.04

使用自有资金垫付金额

3,797,267.67

募集资金2012.12.31余额

51,028,458.85

3、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使用自有资金垫付金额
募集资金2013.12.31余额

51,173,292.10
1,055,400.95
-825,758.52
84,809.18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7 月经公司 201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议案，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的 8080 万元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已将
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808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
该事项通知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
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百花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支取。
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7 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
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2 年 4 月 13 日，公司已将上述
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闲置募集
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百花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支取。
使用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9 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司
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2 年 9 月 24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
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闲置
募集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百花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
支取。使用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3 年 3 月 26 日，公司已
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 201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百花
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支取。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4 月 17 日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2013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13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闲
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百花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
金中支取。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6 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
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4 年 10 月 14 日，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
构及保荐代表人。

三、再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鉴于公司百花宾馆分公司属于北旅广场整合改造范围，公司暂无法按原计划
实施百花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
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以及因公司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所导
致的流动资金不足，公司拟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从百花速 8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支取。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
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近 300 万元（按 1
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保证符合下列条件：
（一）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四）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得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五）公司未有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六）过去十二月内未以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或增加原证券投资金额。
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增加证券投资金
额；并承诺到期后以自有资金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北京旅游拟再次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符合相关规
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
2、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北京旅游再次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程从云

刘 军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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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