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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端网络（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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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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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之端网络（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董事会将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一）2016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该议案于 2016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云之端网络（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7988 号）确认，公司发行

5,660,000 股。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7,358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出具的瑞华验字【2016】31100003 号验资报告

审验。 

（二）2017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7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该议案于 2017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云之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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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5131

号）确认，公司发行 3,375,000 股。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00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75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2017】第

17-00008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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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针对公司 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江

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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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2017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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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针对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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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一）2016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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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 公司 2016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户

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余额（元）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云亭

支行 

018801260006133 73,580,000.00 8,407.90 

合计 73,580,000.00 8,407.90 

（二）2017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公司 2017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户

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 
8110501013200873167 60,750,000.00 10,283,082.21 

合计 60,750,000.00 10,283,082.21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6 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公司 2016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和金额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73,580,000.00 

发行费用（注 1） 786,600.00 

募集资金净额 72,793,400.00 

具体用途： 累计使用金额 其中：2018年度 

1、公司扩大数据中心的建设 0.00 0.00 

2、CDN、IDC、ISP 的新增资源采购和云产品

的研发 
29,000,000.00 1,481,452.82 

3、人才引进和培养 5,084,126.42 1,550,828.18 

4、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5,072,401.21 6,065,118.04 

5、归还银行贷款 5,000,000.00 0.00 

6、收购上下游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7、购买办公用房地产 9,500,000.00  9,500,000.00  

加：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 258,667.44 13,060.60 

加：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612,868.09 0.00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8,4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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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发行费用共计 120.04万元，已支付 78.66万元，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尚

未支付 41.38万元。发行费用 41.38万元于 2018年 7月 13日完成付款。截止 2018年 7

月 13日，公司 2016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2、2017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公司 2017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和金额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750,000.00 

发行费用(注 1) 86,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60,664,000.00 

具体用途： 累计使用金额 其中：2018年度 

1、收购同行业上下游企业 4,000,000.00 0.00 

2、对外投资（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等） 7,000,000.00 0.00 

3、对外投资-又拍云 25,000,000.00 0.00 

4、人才引进和培养 0.00 0.00 

5、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0.00 10,000,000.00 

加：截至期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 72,931.79 9,793.95 

加：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546,150.42  163,493.15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注

2) 
15,283,082.21 

注 1：发行费用共计 33.60万元，已支付 8.60万元，尚未支付 25.00万元。 

注 2：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15,283,082.21元与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 10,283,082.21元存在差异 5,000,000元，主要原因如下： 

2018 年 6 月 28日，公司将普尔信息-交通银行无锡分行（江阴临港支行）-

393000684018018007634理财产品赎回，利息转回募集资金专户，本金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2018 年 6 月 30日，公司继续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系列 S款人民币

理财产品，但由于银行系统原因，并未购买成功，后公司于 2018年 7月 2日重新购买

了该款理财产品。 

(二)募投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月 26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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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议案内容为：为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在确保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及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公司拟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提高公司

现金资产收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择机购买银行短期低风险的

理财产品，以提高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意使用单笔不

超过 2,000万元，同期累计不超过 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短

期低风险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理财取得的收益可进

行再投资，再投资的金额不包含在上述额度以内。公司董事会授予总经理

贡伟力在其任期内，在上述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于安全

性高、期限短的理财产品，不用于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

证券及其衍生品。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日，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剩余募集资金

中 1,500万元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购买时间 银行 产品名称 期限 收益

率 

金额 

2018.5.29 

江阴云端-江苏江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 业 部 -

018801320004713 

芙蓉稳赢

1837期 
188天  4.40% 10,000,000.00 

2018.7.2 

普尔信息-交通银行无锡

分行（江阴临港支行）-

393000684018018007634 

交通银行 

“蕴通财

富• 日增

利 ” 系 

列  S 款

人民币理

财产品 

无 固 定 存

续 期 限 ，

每 个 交 易

日 开 放 申

购和赎回 

1.80%-

3.15% 
5,00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五、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一）2016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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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发生变更，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变更<2016 年第二次

股票发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募集资金用途由“公

司扩大数据中心的建设所需资金约 4,000 万元；CDN、IDC、ISP 的新增资源

采购和云产品的研发所需资金约 2,000 万元；人才引进和培养所需资金约

500 万元；剩余部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变更为：“公司扩大数据中心的建

设所需资金约 3,500 万元；CDN、IDC、ISP 的新增资源采购和云产品的研发

所需资金约 2,000 万元；人才引进和培养所需资金约 500 万元；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858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500 万元。”本次更改募集资金用途，是

公司正常经营持续发展的需要。鉴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募集资金不会短

期内全部使用，部分资金有所闲置，为了降低信贷成本，改善资金结构，

更好地为公司可持续经营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归还银

行借款。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

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提交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根据该议案，募集资金用途拟变更为：“CDN、IDC、ISP 的新

增资源采购和云产品的研发所需资金约 2,900 万元；人才引进和培养

所需资金约 500 万元；收购同行上下游公司 1,000 万；购买办公用房

地产 950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508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500 万

元。” 

由于市场环境和合作伙伴发生变化，以及项目投入方式变为分批投入

建设，公司扩大数据中心的建设的数据中心项目将延期至 2018 年年初开始

建设，募集资金短期内不会使用，资金有所闲置，因此，公司拟将用于扩

大数据中心的建设的募集资金 3,500 万元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本次更改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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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用途，是公司正常经营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

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其中，950 万元用于购买办公用房地产。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全

资子公司江阴市普尔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用房，是基于公司业

务发展和扩大公司规模及办公科研需要，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该

房产原本是江阴市普尔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阴云端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江阴普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孙）公司向实际控制人贡伟力租赁

的办公场地，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全资子公司江阴市普尔网络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拟购买该房产用于办公用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涉

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本

次购买办公用房地产已完成，依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江阴市普尔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涉及的贡伟力、沈筱雯共

同共有的江阴市香山路 110 号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

（2017）第 1280 号）江阴市香山路 110 号房地产共 10 套，建筑面积合计

为 1,039.84 平方米，房产价值为 1,054.80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收

购房产交易作价为 950 万元。购置地址为江阴市香山路 110 号房地产共 10

套；该房产土地性质为商务金融用地；无出售安排；江阴云端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江阴普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孙）公司将继续租赁该房产用

作办公用途。议案内容详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7-035。 

（二）2017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2017 年第一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根

据该议案，募集资金用途由“收购同行上下游公司 3,000 万元,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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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 万元，人才引进和培养 175 万元。”变更为“收购同行上下游公司 

800 万元,对外投资 2,600 万元，对外投资——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 

2,500 万元，人才引进和培养 175 万元。” 

其中，拟用于收购同行业上下游公司标的正在与标的公司洽谈中，正

在积极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对接。未来，公司如有收购同行上下游公司的需

求，募集资金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因此，将收购同行

业上下游公司中 2,200 万元变更为对外投资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原

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等）所需资金不超

过 2,900 万元中拟用于投资上海云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需资金 1,000 

万元，截至目前，上海云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已实缴完成，募集

资金使用共 700 万元，其余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因此，公司拟将此

项募集资金用途中剩余 300 万元变更为对外投资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

司。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共计变更 2,500 万元用于对外投资杭州

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投资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

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对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股权投资。公司拟对又拍云投资人民币 25,000,000.00 元，其中，

2,767,140.00 元计入又拍云注册资本，剩余 22,232,860.00 元计入又拍

云资本公积。本次认购出资后，公司将持有又拍云 14.29%股权。本次对外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详见《对外投资公

告》（公告编号为 2017-069） 

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云 CDN 服务商，凭借多年的专业技术

优势，构建了“CDN + Cloud”的服务模式，吸引了超过 10 万付费用户，



公告编号:2018-030 

在 CDN 行业经营多年，是行业内知名企业，具有良好的口碑，营收规模较

大。目前是行业整合的一个良好时机，投资杭州又拍云科技有限公司，有

利于整合行业，提升公司规模，降低营业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团队研发

能力，巩固并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综合竞争能力，实现共赢。 

 

云之端网络（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