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证券关于新联电子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南京
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电子”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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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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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对新联电子 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南京新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26 号）核准，
公司向 6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28,449,096 股，每股面
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0.5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49,999,998.96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8,417,621.53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321,582,377.43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全部到位，业经天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衡验字（2016）第 00056 号《验
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321,582,377.43 元，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5,592,834.21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9,365,859.39
元，累计收到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7,798,182.27 元，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
1,290,014,700.31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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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290,014,700.31 元，其中银行活
期存款 14,614,700.31 元、七天通知存款 28,400,000.00 元，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1,247,000,000.00 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有限公司

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有限公司

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有限公司

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有限公司

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有限公司

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电能云服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务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电能云服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务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智慧能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服务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智慧能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服务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智慧能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服务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南京新联智慧能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服务有限公司

司南京分行

银行账号

类型

存储金额

76490188001133227

活期存款

858,920.56

93180154740002612

活期存款

1,379,670.21

7649-01-81-0020565-93

七天通知存款

2,500,000.00

93180076801200000003

七天通知存款

2,900,000.00

93180076801800000025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0

理财产品

保本型

300,000,000.00

理财产品

保本型

215,000,000.00

理财产品

保本型

30,000,000.00

活期存款

7,972,513.69

76490188001133309

理财产品

450,000,000.00

76490188001189918

活期存款

4,403,595.85

76490181002071768

七天通知存款

3,000,000.00

76490181002008657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0

保本型

252,000,000.00

理财产品

合 计

保本型

1,290,014,700.3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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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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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户存储。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和安信证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以
下简称“浦发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南京新联电能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服务公司”）作为共同方与光大银
行、安信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公司控股孙公司
南京新联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能源公司”）作为共同方与光
大银行、安信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方便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
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注销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93120154800002608），同
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户。2017
年 6 月 13 日公司与安信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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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7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
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智能用电云服务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559.28 万元。具体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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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
子公司云服务公司。经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及 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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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向云服务公司增资 8 亿元，云服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 亿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4）。
2016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向云服务公司增资 8 亿元。
2、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云服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出资 2.6 亿元与李照球等 43 位公司员工共同出资
设立智慧能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35）。2016 年度，云服务公司实际出资 2.6 亿元。
3、2016 年 5 月，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智能用电云服务项目”包括三部分：总部建设（网上云服务平台建设）、用户
侧设备生产及安装、线下服务网点建设，实施主体为云服务公司。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将线下服务网点建设改由云服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智
慧能源公司承接实施，由其负责线下服务网点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6）
4、2016 年 12 月，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线下服务网点建设”的
实施方式。为了加快线下服务业务的开展，利用当地资源，迅速抢占市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智慧能源公司将“线下服务
网点建设”由原来的在用户集中区域建立电能服务网点，规划建设 50 个，每个
网点平均需投入金额 600 万元，变更为通过新设网点、增资或收购当地电能服务
企业部分股权等方式，以全资、控股或参股的形式建设线下服务网点，并根据实
际业务开展情况确定网点的数量和地点，以及各服务网点的资金投入金额。（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66）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三）闲置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6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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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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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施相关事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
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增加不超过 2.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该 2.5 亿元额度资金可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24 日止（与原 10 亿元额度有效期截至日一致）。本次
增加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总额度将为不超过人民币 12.5 亿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的金额为 124,700.00 万元。
（四）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报告认为，新联电子编制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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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新联电子 2017 年度募集资
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工作
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长、董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部
经理、注册会计师等人员访谈，查阅了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抽查了募集资
金支付凭证和合同，查阅了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会计师募集资
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会计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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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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安信证券认为：
1、新联电子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账户未存放非募集资金，
也未用作其它用途，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2、新联电子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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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32,158.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是否已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变更项
资金投向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59.2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936.59

0.00%

调整后投资 本年度投
总额(1)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2)/(1)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期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2019 年
智能用电云服务项目

否

132,158.24 132,158.24

3,559.28

9,936.59

7.52

12 月 31

----

否

否

-

-

日
合 计

-

132,158.24 132,158.24

3,559.28

9,936.59

-

-

用户侧设备和云平台作为公司的新产品、新业务，需要与市场及其变化不断磨合，并根据用户需求完善产
品技术和平台功能，对市场推广进度带来影响；此外，用户对系统价值的认知需要有逐步接受过程，为降
低风险，公司自 2016 年底开始对新用户实行直接收费安装，而不采取先免费安装试用的模式，这对用户数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量增长带来较大影响；对于线下服务网点建设，为控制未来融合风险，公司先通过与各地电能服务商开展
业务合作，建立良好关系，加深双方了解后，再根据双方合作情况确定是否通过收购股权或开展资本合作
的方式实施，使得线下服务网点建设相对滞后。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电能云项目的市场应用，将项目
运用到环保行业，推出环保设施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对环保企业污染源和环保设备用电数据、运行工况的
实时监控，提升环保部门环境监管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市场反应良好，有利于促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智能用电云服务项目”线下服务网点
建设的实施主体由南京新联电能云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电能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新联智慧能源服务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智慧能源公司将“线下
服务网点建设”由原来的在用户集中区域建立电能服务网点，规划建设 50 个，每个网点平均需投入金额 600
万元，变更为通过新设网点、增资或收购当地电能服务企业部分股权等方式，以全资、控股或参股的形式
建设线下服务网点，并根据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确定网点的数量和地点，以及各服务网点的资金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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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承诺按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根据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2.50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余额为 12.47 亿元，尚未使用的其它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无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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