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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036 证券简称：昆仑股份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业务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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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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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20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股票发行方

案（调整后）》。2018年5月30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北京昆仑

亿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8]1836号）确

认，公司发行300.0002万股。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0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6,000.004万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2018]京会兴验字第0800000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公司已按照规定于2018年1月19日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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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账号为：20000026314800020949676，

并将募集资金分别存于以下银行：

开户行 户名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元）
用途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展览路支行

北京昆仑

亿发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26314800020949676 60,000,040.00

1、大数据平台研发

2、搭建会展行业互联

网服务平台

3、收购同行业公司股

权

4、市场营销推广

5、原有产品的升级

6、补充流动资金

（三）监管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与主办券商首创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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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40.00

减：发行费用 58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59,420,040.00

减：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49,765,842.88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6,777,743.56

其中：大数据平台研发 1,500,000.00

搭建会展行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995,000.00

市场营销推广 50,000.00

原有产品的升级 -

对外投资 24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992,7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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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购买理财产品 10,000,000.00

加：到期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7,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420,814.06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97,267.62

单位：元

注：《关于 2020 年购买理财产品计划》议案，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20-018）。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基于实际经营的需要，2019年4月17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公

告编号：2019-011），并于2019年5月8日，经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因公司经营战略发展及业务拓展需求，公司

建设新的销售运营体系、搭建数据中台、原有产品的优化升级等，2020年3月20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07），并于2020年4月7日，

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后第二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

用途
投入项目

预计金额（第

一次变更后）
剩余

剩余部分变更

后

1
股票发行

费用
0.00 0.00 0.00

2
大数据平

台研发

产品策划与研发人员

薪酬
4,000,000.00 0.00 1,500,000.00

设备耗材及测试费用 1,000,000.00 0.00 0.00

项目运营费用 1,000,000.00 0.00 0.00

3

搭建会展

行业互联

网服务平

台

产品策划与研发人员

薪酬
2,500,000.00 0.00 1,500,000.00

设备耗材及测试费用 500,000.00 0.00 0.00

项目运营费用 5,000,000.00 0.00 0.00

资源整合：投资、收

购上下游企业
0.00 0.00 0.00

4
收购同行

业公司股

权

尽职调查费用 100,000.00 100,000.00 0.00

咨询服务费用 100,000.00 100,000.00 0.00

因收购事宜产生的差

旅费
200,000.00 20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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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投资、收

购同行企业
0.00 0.00 0.00

5
市场营销

推广

产品推广-e 展通 0.00 0.00 0.00

产品推广-B 展通 0.00 0.00 0.00

产品推广 i 展通 3,000,000.00 1,751,406.28 500,000.00

公司品牌 2,000,000.00 587,692.27 500,000.00

6
原有产品

的升级

产品策划与研发人员

薪酬
1,500,000.00 0.00 1,500,000.00

设备耗材及测试费用 500,000.00 0.00 0.00

项目运营费用 3,365,613.71 0.00 0.00

7
补充流动

资金
15,620,040.00 20,000.00 5,332,337.81

8 对外投资 10,000,000.00 7,360,000.00 0.00

利息 713,239.26

合计 50,385,653.71 10,832,337.81 10,832,337.81

（四）关于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是否存在被关联方占用情况核查

公司不存在将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

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未将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

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也未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股票及其他

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昆仑股份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占用或挪用公司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存在将募集资金由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转

至公司基本户（基本户账号：866280380510001，开户银行：北京分行首体支行）

后进行使用的情形，报告期内转款金额 2,829,400 元，累计转款金额

11,892,139.58 元，原因在于专户无法发放工资，需使用基本户为产研及策划人

员代发工资薪金（包括工资、奖金、社保、公积金）。经公司自查，上述资金均

用于募投项目经营，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六、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的内控制度，明确募集资

金的存储、使用、监管、责任追究及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但已召开

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了补充审议，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综上，2020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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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业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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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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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规存放募集资金与违规使用的情况。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