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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106        证券简称：天图物流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关于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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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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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关于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2 月 3 日，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签订<定向发行股票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2月18日，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签订<定向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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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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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

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3月7日出具的广

会验字[2016]G16005330015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2月29日止，公司已收到

35个投资者实际缴纳的新增出资额合计人民币27,500,000.00元，其中：股本

10,000,000.00元，资本公积17,162,396.23元。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司收到了全国股转中心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6]3948

号《关于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确认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 10,000,000 股，其中限售 9,212,500 股，不予限售 787,500 股。 

2016年5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

的股份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已于2016年5月30日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

登记的总量为1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9,212,500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787,500股。新增股份的可转让日为2016年5月31日。 

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2016 年 2 月 2 日，公司与 35 个投资者签订股份认购合同，本次共计发行股

份 10,000,000 股，总共募集资金 27,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603.77 元

（发生验资费 6,000.00 元，律师顾问费 56,603.77 元，券商定增财务顾问费

275,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162,396.23 元。本次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支持公司的持续发展。 

详细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发行对象

性质 
认购方式 

1 
东莞市泓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00,000 9,900,000 机构 货币资金 

2 吴泽友 1,510,000 4,15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 曹霞 390,000 1,07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4 王京鄂 560,000 1,54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5 韩永利 100,000 275,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6 陈永扬 130,000 357,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7 翟丹春 240,000 66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8 赖传武 100,000 275,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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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曾秋影 120,000 33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0 刘宇 400,000 1,10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1 刘博军 150,000 41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2 黄春艺 160,000 44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3 任丽丽 50,000 137,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4 倪丹 50,000 137,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5 吴红云 20,000 55,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6 罗富锦 155,000 426,2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7 罗卫飞 45,000 123,7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8 周剑 95,000 261,2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19 龚辉 145,000 398,7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0 王晓捷 95,000 261,2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1 沈华 100,000 275,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2 吴泽民 120,000 33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3 徐海东 85,000 233,7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4 代兴亮 110,000 30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5 曾庆福 470,000 1,29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6 曲文灿 190,000 52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7 彭炳佑 205,000 563,7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8 李国青 35,000 96,2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29 吴小平 170,000 467,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0 吴熙梅 75,000 206,2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1 曾斯萍 70,000 192,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2 刘金建 100,000 275,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3 李可可 40,000 110,0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4 严定海 90,000 247,50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35 朱泊俏 25,000 68,750 自然人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0,000 27,500,000 -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告编号：2016-050 

 4 / 5 
 

本次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7,500,000.00 元，根据认购合同，认购对象将本

次定向发行股份认购款项一次性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209 0800 0310 302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环广场支行 

上述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时公司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亦未与主办券商及

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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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募集资金严格

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予以披露（公告编号：2016-047）。  

同时公司后续会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体系，严格遵守

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有关规定。 

截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股转中心确认股份登记函日期），公司取得本次定

向发行的认购款后，完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管本次募集

资金，不存在提前使用、违规使用、挪用等情况。 

 

三、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 2016 年 2 月 5 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承诺资金主要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支持公司的持续发展。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7,500,000.00 

减：发行费用 337,603.7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募集资金净额 27,162,396.23 

二、募集资金使用 3,443,0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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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3,443,094.16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3,719,302.07 

补充流动资金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开展工业标品电商供应链业务、农业非标

品电商供应链业务以及跨境电商供应链业务。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认缴相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股东大会通过的《股票发

行方案》相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无需进行披露。 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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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六、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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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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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 日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三、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六、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