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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瀚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叶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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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瀚

叶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

调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

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向鲁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329 号）核准，公司向沈培今非公开发行 373,134,328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4.02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00元，扣减发行费用

18,742,954.4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81,257,045.54元。截至 2017年

3 月 22 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于 2017 年 3月 23日出具天健验[2017]74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截至 2018年 11月 29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金  额 备注 

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31595603003630896 50,006.13 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31595603003630896 12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注） 

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营业部 
121924371310123 11,624.12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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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高安支行 
121924371310902 166,478,692.04 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外滩支行 
50131000669723277 200.12 募集资金专户 

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科华路支行 
128904963310804 38,685,763.05 募集资金专户 

小  计 325,226,285.46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含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

到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为 12,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计划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以

下项目,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 79,000.38 

2 全球移动游戏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59,168.22 

3 移动网络游戏新产品研发项目 9,957.10 

合计 148,125.70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7年 4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5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如银行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及定制化有保

本承诺的理财产品等，投资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2、2017年 6月 2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专户利

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以自有资金

支付的发行费用 3,722,954.46 元，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结余的利息收入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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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年 2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5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如银行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及定制化有保本承诺的

理财产品等，投资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4、2018 年 7 月 25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 3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8年 11月 29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实际投资金额 

1 用于公司收购炎龙科技 100%股权中现金对

价部分的支付 
79,000.38 79,000.38 

2 全球移动游戏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59,168.22 3,387.19 

3 移动网络游戏新产品研发项目 9,957.10 5,918.52 

合计 148,125.70 88,306.09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和计划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本次公司拟变更的募集资金用途的建设项目为全球移动游戏运营中心建设

项目和移动网络游戏新产品研发项目。鉴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 3号，加强了外汇管制，一定程度提高了境外投

资的审批难度和审批周期。同时，在项目的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受宏观经济形势

与近几年游戏市场行情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上述项目实际投入金额较原定投资额

下降。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同时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公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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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回笼资金，降低负债，增加公司流动性，控制企业经营风险，公司拟终止实

施全球移动游戏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和移动网络游戏新产品研发项目，变更剩余募

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将进一步

扩充公司流动资金余额，增强流动性，降低财务费用。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截至 2018年 11月 29日，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全球移动游戏运营

中心建设项目”和“移动网络游戏新产品研发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共计 62,522.63 万元（含利息及理财收入，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

金余额为准）,本次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 38,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剩余募集资金 24,522.63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金额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的 42.21%。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议案后，将剩余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网

络游戏研发、代理发行、IP与源代码合作业务与农药原料药及其制品、兽药和饲

料添加剂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研发、代理发行、IP 与源代码合作业务与农

药原料药及其制品、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更合理的分配公司

资源，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为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更

大的效益，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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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变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2,522.63 万元（含利息及理财收入，

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投于以下项目： 

1、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拟变更 38,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瀚叶股份银行借款，优化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截止目前，公司贷款情况具体如下： 

贷款银行 到期日 金额（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 2018年 12月 19日 1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县支行 2018年 12月 22日 6,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县 支行 2018年 12月 25日 2,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县支行 2019年 1月 1日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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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安支行 2019年 1月 16日 7,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县 支行 2019年 1月 17日 4,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安支行 2019年 2月 6日 2,2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 

2019年 5月 14日 2,00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2019年 6月 14日 10,000.00 

合计  45,200.00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4,522.63万元（具体金额以

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瀚叶股份日常

经营活动，在项目投资及市场拓展方面需要大额的资本性支出。除此外，公司流

动资金还将用于维持日常业务发展、日常运营的费用支出等方面。公司在未来经

营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对公司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做出的优化调整，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

价值，积极推动公司业务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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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承诺在本次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后的 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18年 11 月 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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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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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上述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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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公司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表示同意

的意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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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文件规定。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公司改善流

动资金状况、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该事项有效提高了公司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民生证券对瀚叶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无异议。 

4、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