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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受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天能源”或“上市公司”，原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委托，担任中天能源 2015 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本次发行对应

的募集资金以下简称“第一次募集资金”）、担任中天能源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本次发行对应的募集资金以下简称“第二次募集资金”），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机构对中天能源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和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

均已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机

构仅对中天能源上述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履行持续督导义务。通过日常了解、

核对银行对账单等方式，东兴证券对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于 2019 年度的存放及

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第一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2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证监许可【2015】271 号”《关于核准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岛中泰博天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次交易，核准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4,183,986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588,342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23.4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741,378,386.74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44,258,785.70 元后，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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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净额为人民币 697,119,601.04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210735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中天能源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存放

及使用，2019 年度，中天能源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重大违反《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情形。 

3、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余额情况 

中天能源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制度，已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存放募集资金，并与开户银行、主承销商东兴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上市公司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液化天然

气工厂项目、江阴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项目、十里铺安全教育检查和综合培训管

理服务中心项目及海外天然气进口分销项目，支持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43,198.12 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6,941.4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26,513.85 万元，专户存储累计

利息扣除手续费 427.62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921.47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14,020.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款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南第四支行 38190101040015543 活期 0.52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分行四方支行伊春路分理处 38076201040003637 活期 55,182.13 

中国银行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支行营业部 231226162457 活期 31,571.48 

中国建设银行四方支行营业部 37101986410051028014 活期 90,995.07 

中国建设银行四方支行营业部 37150198641000000434 保证金 129,036,906.97 

合计   129,214,656.17 

注 1：上表所述第五项保证金账户：2017 年 5 月 19 日中天能源下属子公司亚太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签订了《海外代付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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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用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海外采购天然气业

务进行海外代付，该有效期为 2017 年 5 月 19 日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海外代付额度不

超过 18,309,710.85 美元。同时中天能源下属子公司青岛中天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青岛中天向保证金账户存入 12,800.00 万

元保证金，用于对上述《海外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进行质押担保。 

注 2：青岛中天与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宁波市谨州区人

民法院于 2019年将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之一的冻结中的募集

资金账户（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南第四支行 38190101040015543）执行扣划了 20,837.24

元。 

注 3：募集资金账户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南第四支行（38190101040015543）、中国

银行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支行营业部（231226162457）、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营业

部（37101986410051028014）、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营业部

（37150198641000000434），以上 4 个募集资金账户目前仍处于被冻结状态。 

二、第二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93 号）核准，由联合主承销商东兴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32,323,229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9.9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2,299,999,967.1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 33,191,442.80 元后（含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 2,266,808,524.30 元。上述募集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1831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中天能源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存放

及使用，2019 年度，中天能源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重大违反《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情形。 

3、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余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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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能源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制度，已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存放募集资金，并与开户银行、东兴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与开户银行、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55%股权收购交易对方、东兴证

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市公司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

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江阴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 LNG 储配站项目、收购广东华丰中

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55%股权并增资（变更江阴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 LNG 储

配站项目部分资金用于新增项目）、收购青岛中天石油投资有限公司 49.74%股权

并出资、偿还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支持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57,117.01 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70,005.7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69,722.15 万元，专户存储累计

利息扣除手续费 283.62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77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70,000.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款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营业部 37150198641000000469 活期 56,072.15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郑州路支行营业部 37150100660100000255 活期 0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营业部 3803020129200376808 活期 28.32 

中国银行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支行营业部 228633487512 活期 1,647.33 

合计   57,747.80 

注 1：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营业部（37150198641000000469）、中国建设银行

青岛郑州路支行营业部（37150100660100000255）、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营业

部（3803020129200376808）、中国银行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支行营业部（228633487512），

以上 4 个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 

三、其他事项 

1、尚未归还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14,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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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不超过 6 个月。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4,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未归还

的 14,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从 6 个月延长至 12 个

月，即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6 个月内归还。该笔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宜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上市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4,020 万元，因

上市公司资金紧张，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该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8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该笔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履行了相应的决

策程序，因上市公司资金紧张，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该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其他事项 

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授权经营管理层签订转让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权相关的协议并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上市公司

拟将青岛中天持有的武汉中能 100%股权、湖北合能 76.69%股权对外转让，武汉

中能、湖北合能分别系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十里铺安全教育检查和综合培训管理

服务中心项目”、“安山镇 50 万立方米/日液化天然气工厂项目”的实施单位，若

上市公司就该事项履行完决策程序，则该两个募投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资金存在

变更的风险。 

四、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东兴证券认为，除本报告“三、其他事项”所述情况外，中天能源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基本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署页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