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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491 证券简称：奥迪威 主办券商：红塔证券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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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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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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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广东奥迪威传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对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

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做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首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以下简称“首次募集资金”）情

况

根据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求的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600万股，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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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人民币7.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4,500.00万元。截至2015年

7月 10日，公司收到募集资金4,500.00 万元，缴存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番禺富华支行（银行账号为44001531417053003221）。

上述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15]第 410421号《验资报告》。本次股票发行于2015年 8月

18 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股转系统函[2015]5499

号）。

根据《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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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设立三方

监管账户（银行账号为 44050153140100000084），并将尚未使用完

毕的首次募集资金，全部转入三方监管账户进行专项管理，转入金额

为 2,400.20 万元。

对于经公司子公司肇庆奥迪威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

公司”）账户支付的间接专户支出，公司在子公司另外设立专户，并

将部分首次募集资金从原三方监管账户转入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开设的三方监管账户（银行账号为

441162949018800013431），转入金额为400.00万元。同时，根据三

方监管账户管理银行要求，转入 0.10 万元自有资金作为手续费用保

证金。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首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45,009,008.16 元，获得存款结息 9,008.16 元，剩余金额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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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次询价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下简称“第二次募集资金”）

情况

根据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和股票发行询

价结果及定价公告规定，公司向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求的投资者

定向发行股票 8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00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 11,2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月 21日，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11,200.00 万元，缴存于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银行账号为

654857745841）。上述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032 号《验资报告》。本次股票

发行已于2016年 2月26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股

转系统函[2016]1717 号）。

根据《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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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设立三方监管

账户（银行账号为 669167738780），并将尚未使用完毕的第二次募

集资金，全部转入三方监管账户进行专项管理，转入金额为 819.72

万元。

根据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公告编号：2016-057），公司承诺使用第二次募集资金购买

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届满后，将该项资金及利息转入专户进行

管理。2016 年 10月，公司已将使用第二次募集资金购买的短期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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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理财产品本金 9,500.00 万元及其利息 78.05 万元转入专户进行管

理。

考虑公司投资项目周期性分阶段投入，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募集资金，公司于 2017 年 8月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议案。

2017年 9月-2018年 6月，公司购买了银行固定期限保本短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理财投资期限 所属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2,000 4.20%

2017.09.05
-

2017.10.11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2,000 3.30%

2017.09.05
-

2017.10.11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1,800 4.30%

2017.10.13
-

2017.11.20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1,800 3.20%

2017.10.13
-

2017.11.20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1,500 3.20%

2017.11.20
-

2017.12.26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1,500 4.20%

2017.11.20
-

2017.12.26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1,000 4.30%

2018.1.8
-

2018.2.13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全球智选 1,000 3.20%

2018.1.8
-

2018.2.13
中国银行广州
番禺支行

上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期限届满后，相应本金及利息均已全

部转入三方监管账户进行管理，获得利息共计 4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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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公司子公司账户支付的间接专户支出，在账户内的首次募

集资金使用完毕的情况下，公司将部分第二次募集资金从原三方监管

账户转入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开设的三方

监管账户（银行账号为 441162949018800013431），转入金额为

1,400.00 万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第二次募集资金已使用114,285,527.61

元，获得存款结息 2,304,570.78 元，剩余金额为 19,043.17 元。

(三) 第三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召开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规定，公司向

核心员工定向发行股票66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50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 693.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6月 27日，公司收到募集资

金 693.00 万元，缴存于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银行账号为

654857745841）。上述募集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553 号《验资报告》。本次股

票发行于2016年 7月29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股

转系统函[2016]6322 号）。

根据《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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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设立三方监管

账户（银行账号为 632767739979），并将尚未使用完毕的第三次募

集资金，全部转入三方监管账户进行专项管理，转入金额为 69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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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公司子公司账户支付的间接专户支出，在账户内的第二次

募集资金使用完毕的情况下，公司将部分第三次募集资金从原三方监

管账户转入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开设的三

方监管账户（银行账号为 441162949018800013431），转入金额为

200.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7,025,310.37元，获得存款结息95,310.44元，剩余金额为0.07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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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并制定了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截至2018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的履行均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2015 年 9月完成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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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000,000.00

利息收入 9,008.16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含手续费） 45,009,008.16

其中：2015 年度已使用金额 7,997,810.59

2016 年度已使用金额 35,536,417.13

2017 年度已使用金额 1,474,780.4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0.00

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余额为 0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明细:

项目
2015 年度

已使用金额(元)

2016 年度

已使用金额（元）

2017 年度

已使用金额（元）

产品及技术升级 1,021,088.30 4,079,204.70 137,700.00

业务布局及市场拓展 6,976,722.29 31,454,708.43 1,336,117.44

手续费 0.00 2,504.00 963.00

合计 7,997,810.59 35,536,417.13 1,474,780.44

（二）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2016 年 3月完成

发行）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2,000,000.00

利息收入 2,304,570.7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含手续费） 114,285,527.61

其中：2016 年度已使用金额 11,586,724.58

2017 年度已使用金额 79,405,760.84

2018 年 1-6 月份已使用金额 23,293,042.19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19,043.17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明细:

项目
2016 年度

已使用金额（元）

2017 年度

已使用金额（元）

2018 年 1-6 月份

已使用金额（元）

产品及技术升

级
3,027,485.12 5,484,911.00 40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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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布局及市

场拓展
8,558,714.46 73,910,450.36 22,889,136.85

手续费 525.00 10,399.48 1,855.34

合计 11,586,724.58 79,405,760.84 23,293,042.19

注：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第二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余额为 20,043.17元，与

上表中的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相差 1,000.00 元，主要系：公司根据三方监管账户管理

银行要求转入的 1,000.00 元手续费保证金。

（三）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2016 年 8月完成

发行）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30,000.00

利息收入 95,310.44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含手续费） 7,025,310.37

其中：2017 年度已使用金额 7,024,285.13

2018 年 1-6 月份已使用金额 1,025.2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0.07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明细:

项目
2017 年度

已使用金额（元）

2018 年 1-6 月份

已使用金额（元）

产品及技术升级 741,830.00 -

业务布局及市场拓展 6,281,681.29 945.24

手续费 773.84 80.00

合计 7,024,285.13 1,025.24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五、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公司已按《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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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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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

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

特此公告。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