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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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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发行业务细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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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对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的前四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挂牌后共计完成过四次股票发行： 

1、公司第一、二次股票发行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第一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3,590.00万元；

第二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240.00万元，并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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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相关要求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

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公司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用途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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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2、公司第三次股票发行 

2016年11月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山

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股票发行方案》，股票发

行方案于2016年11月24日经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根据方案，本次发行股票3,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95元，共募集资金20,850.00万元。至2017年4月18日，募集资金

全部到账，缴存银行：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账号：9010101103442050015095。本次发行增资经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其于2017年6月16日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7]14004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7】4309号《关于山

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3、公司第四次股票发行 

2017年8月3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股票发行方案于2017年9月20日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根据方案，本次发行股票7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6.95元，共募集资金4,865.00万元。至2017年10月16日，募

集资金全部到账，缴存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

账号：376120100100140098。本次发行增资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其于2017年11月2日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7】17790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7】6901号《关于

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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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公司第三次股票发行按照规定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次募集

资金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济南农村商业银行高新支行，账

号：9010101103442050015095）。公司严格按照已有的资金管理制

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经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变更了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本次股

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的情形。 

2、公司第四次股票发行按照规定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次募集

资金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

支行，账号：376120100100140098）。公司严格按照已有的资金管

理制度和审批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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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不

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募

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公司第一次、第二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优化财务结构，扩大公司业务规模，进而更好地支持公司产品

研发和市场拓展，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竞争力。截止至2016年

12月31日，第一、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均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

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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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备注 

购买原材料、劳务等生产性款项 9,833,480.39  

职工薪酬 8,384,266.52  

营运费用 4,293,889.72  

税费 2,406,030.97  

中介机构服务费 1,059,883.00  

归还经营性借款 9,926,766.48  

合    计 35,904,317.08  

备注：4,317.08元系募集资金3,590.00万元银行存款利息。 

（2）第二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备注 

购买原材料、劳务等生产性款项 1,401,539.37  

职工薪酬 1,000,000.00  

营运费用 137.50  

合    计 2,401,676.87  

备注：1,676.87元系募集资金240.00万元银行存款利息。 

2、根据《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股票发行

方案》，本次公司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归还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贷款

及利息、扩大辐照企业投资、科研生产中心建设、增加科研项目投

入、补充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等方面,经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对

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中归还银行贷款及利息的部分进行变

更。 

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第三次募集资金余额为90,477,022.71

元，具体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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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资金分配金额

（元） 

已使用金额

（元） 

剩余资金额

（元） 

一、归还银行贷

款及利息 

66,697,000.00 

66,697,000.00 

0.00 
1、高能还贷款及

利息 
59,297,405.69 

2、芜湖还贷款及

利息 
7,399,594.31 

二、扩大辐照企

业投资 
25,500,000.00 0.00 25,500,000.00 

1、青岛蓝孚电子

加速器辐照科技

有限公司 

6,500,000.00 0.00 6,500,000.00 

2、通化蓝孚金汇

电子加速器科技

应用有限公司 

19,000,000.00 0.00 19,000,000.00 

三、全资子公司

科研生产中心建

设 

30,000,000.00 0.00 30,000,000.00 

四、研发资金投

入 
12,000,000.00 1,302,625.03 10,697,374.97 

1、现有高能直线

加速器 
350,000.00 225,076.00 124,924.00 

2、新型号高能直

线加速器 
650,000.00 158.00 649,842.00 

3、新型号中能电

子加速器 
1,000,000.00 0.00 1,000,000.00 

4、新型号检测加

速器 
5,230,000.00 0.00 5,230,000.00 

5、新型号 X 光仪

器 
400,000.00 74,117.97 325,882.03 

6、新型号治疗仪 2,400,000.00 103,626.34 2,296,373.66 

7、新型号强光装

置 
110,000.00 935.50 109,064.50 

8、新型号净化装

置 
380,000.00 0.00 380,000.00 

9、日常小微研发

项目 
680,000.00 244,907.22 435,092.78 

10、研发间接综

合支出 
800,000.00 653,804.00 146,196.00 

五、补充流动资

金 74,303,000.00 
51,393,278.88 

22,909,721.12 

1、购买原材料 29,977,0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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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工薪酬 9,934,391.55 

3、日常费用 8,552,423.49 

4、税金 2,929,369.17 

小计 208,500,000.00 119,392,903.91 89,107,096.09 

利息收入 - - 594,693.74 

理财收益 - - 775,232.88 

合计 208,500,000.00  119,392,903.91 90,477,022.71 

备注：594,693.74元系第三次募集资金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的

银行存款利息；775,232.88元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00万

元所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的理财收益。2017年12

月1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日经第一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不超过6,000.00万元（含6,00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公司第三次募集资金余额

90,477,022.71元，其中第三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0,477,022.71元，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60,000,000.00元。 

3、根据《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股票发行

方案》，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归还公司向个人借款的本金及利息、

开展新型号高功率回旋加速器的研发投入等方面。 

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第四次募集资金余额为22,095,287.98

元，具体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备注 

一、募集资金总额 48,650,000.00  

利息收入 64,487.91  

手续费支出 -68.00  

二、募集资金可使用金额 48,714,419.91  

三、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 26,619,131.93  

（一）归还向个人借款的本金及利息 26,019,131.93  

1、黄雪梅 15,068,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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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wrence Zhang 10,950,684.93  

（二）新型号高功率回旋加速器的研

发投入 
600,000.00  

四、募集资金剩余资金额 22,095,287.98  

备注：64,487.91元系第四次募集资金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的

银行存款利息。68.00元系转账产生的手续费。 

四、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情况 

2017年8月3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公司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日经第一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年9月20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对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

途中归还银行贷款及利息的部分进行变更。变更后募集资金中“归

还银行贷款及利息”用途如下：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贷款在第三次股票发行期内到期，公

司筹措其他资金进行归还，同时为了解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又通过

银行贷款进行融资，并且部分银行贷款将于近期到期需要偿还，因

此需要归还的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6,669.70万元，详细情况如

下： 

（一）全部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 

单位：万元 

贷款主体 贷款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到期日 备注 

山东蓝孚

高能物理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500.00 16.92 3,516.92 2017.9.22 从2017年8月开始按照

约定利率计提利息，计

算的利息可能会与最终

银行计算利息存在一定

500.00 6.67 506.67 201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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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蓝孚

电子加速

器辐照技

术有限公

司 

250.00  12.99 262.99 2017.12.25 
出入 

250.00 12.82 262.82 2018.6.25 

230.00 6.14 236.14 2018.12.25 

合计 4,730.00 55.54 4,785.54 - - 

备注：上表中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00.00万

元银行贷款的用途为“采购电子元器件、加速器组件、束下传输装

置”；500.00万元银行贷款的用途为：“采购加速管、速调管、电

子元器件等”。 

（二）用募集资金归还部分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 

原募集资金用途中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的金额为

6,669.70万元，归还上述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剩余募集资金

1,884.16万元，用于归还公司如下银行贷款的部分本金及利息，不

足的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予以解决。 

单位：万元 

贷款主体 贷款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到期日 备注 

山 东 蓝 孚

高 能 物 理

技 术 股 份

有限公司 

3,500.00 422.79 3,922.79 2020.3.20 

从 2017年 8月

开始按照约定

利 率 计 提 利

息，计算的利

息可能会与最

终银行计算利

息存在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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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00.00 422.79 3,922.79 - - 

备注：上表中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00.00万元

银行贷款的用途为“采购电子元器件、加速器组件、束下传输装

置”。 

五、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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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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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贷款在第三次股票发行期内到期，公司筹措其他资金进行归还，同时为了解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又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并且部分银行贷款将于近期到期需要偿还，因此需要归还的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6,669.70万元，详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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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备注：上表中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00.00万元银行贷款的用途为“采购电子元器件、加速器组件、束下传输装置”；500.00万元银行贷款的用途为：“采购加速管、速调管、电子元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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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募集资金用途中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的金额为6,669.70万元，归还上述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剩余募集资金1,884.16万元，用于归还公司如下银行贷款的部分本金及利息，不足的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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