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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7-020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丁利荣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1.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
二级子公司英派斯销售在以下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崂山支行
账号:37200557001800004289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下属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施及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2.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健身器材连锁零售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4,
870.51 万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对英派斯健发进行增资,其中 1,
000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英派斯健发的
注册资本将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4,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再由英派斯健发使用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对应的募集资
金人民币 4,870.51 万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对公司二级子公司英
派斯销售进行增资,其中 3,900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
增资完成后,英派斯销售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 万元增加至 4,000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英派斯销售后,将专门用于实施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 公司
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下属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施及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
议案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3.审议通过《
议案》
为使公司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使用自筹资金对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募投项目累计已经投
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 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232,
786.08 元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公告编号:2017-023)。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
议案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审议通过《
为充分发挥闲置自有资金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该额度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5.审议通过《
为保证公司内部审计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在荣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在荣女士简历
附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附:刘在荣女士简历
刘在荣,女,197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文理双本科学历。
1997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任职于青岛人民印刷厂,担任设计部主管。 2003 年 8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职于外商独资大型企业创新科技(山东青岛)有限公司,先后
担任工程技术部经理,质量管理部经理等职务。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职
于欧美外商独资企业贝克曼沃玛(青岛)金属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技术质量部总
监。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职于青岛高校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质
量技术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 2014 年 5 月至今担任公司系统管理本部总监。
截至目前,刘在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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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瑜明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监事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1.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增资,符合《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
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增强经营能力,符合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实施健身器材连锁
零售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下属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施及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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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增资
用于募投项目实施
及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7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 2017 年
关于变更健身器材连锁零售募投项目实施主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实施主体,
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岛英派斯健康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英派斯健发”)变
更为二级子公司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英派斯健发的全资
子公司,以下简称“
英派斯销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2017
年 11 月 9 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为保证健身连锁零售项目的顺利实施,2017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
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资的议案》以及《
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第一届监
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该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4,870.51 万元及利息(利
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英派斯健发进行增资,再由英派斯健
发使用该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4,870.51 万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
结算为准)对公司二级子公司英派斯销售进行增资,并在公司二级子公司英派斯
销售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539 号)核准,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每股
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6.05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81,500,000.00 元,扣除
发行费用总额 48,294,558.2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3,205,441.72 元。 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和信验字(2017)第 000098 号”《
验资报告》。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１

健身器材生产基地升级建设项目

投资总额
２３，２３５．５３

２０，４９７．９０

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０，２９８．２０

９，０８４．８６

３

国内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７，０１０．７５

６，１８４．７４

４

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

５，５２１．００

４，８７０．５１

５

国外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合计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３，０４０．８０

２，６８２．５３

４９，１０６．２８

４３，３２０．５４

二、本次增资概况
公司本次拟使用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4,870.51 万
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对英派斯健发进行增资,其中 1,000 万元用
于增加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英派斯健发的注册资本将
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4,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再由英派斯健发使用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对应的募集资
金人民币 4,870.51 万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对公司二级子公司英
派斯销售进行增资,其中 3,900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
增资完成后,英派斯销售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 万元增加至 4,000 万元。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英派斯健发
公司名称:青岛英派斯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7064036883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国展财富中心 3 号楼 6 层 611 室
法定代表人:丁利荣
注册资本:3,000 万
成立日期:1998 年 02 月 12 日
经营范围:体育健身器材的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施工及场地
改造,市场信息咨询服务,销售:钢管制品、钢塑制品及配件、健身器材及配件、体育
设施及配件、体质监测设备、医疗器械(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开展
经营活动)、康复训练器材及设备、水上体育器材及配件、太阳能产品及配件、游乐
设施、电子设备及配件、办公用品、办公自动化设备、文体用品、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机械设备、建筑装饰
材料、钢材、木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英派斯健发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经审计）
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５７４．１

４０３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３４５．１４

３１１６．４２

２２８．９６

９１３．６３

净资产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６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 １－９ 月（
５８０８．３６

４１３８．７７

７３１．８１

６８４．６７

(二)英派斯销售
公司名称: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CTAP83M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 3 号楼 605 室
法定代表人:丁利荣
注册资本:100 万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范围:销售:健身器材及配件、体育设施及配件、游泳池设施及配件、水上
体育器材及配件、按摩器材及配件、办公家具及配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太
阳能产品及配件、电子设备及附件、运动地板地胶、文化体育用品、游乐设施,体育
场地设施施工及场地改造,体育健身器材的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企业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市场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英派斯健发持有英派斯销售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

负债总额

－

３８２．３

净资产

－

－１３４．９８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６年度（

B70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022)。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2.审议通过《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没有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置换时间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也未超过 6 个
月。 因此, 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置换先期 (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公告编号:2017-023)。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该投
资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相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
三、备查文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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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３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

７．６

净利润

－

－１３４．９８

注:因英派斯销售成立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19 日,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开始经营,故财务数据为 0。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下属公司英派斯健发与英派斯销售增资是基于推进募集资金投
资建设项目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没有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顺利实施和开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之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
司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五、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和使用安全,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案》,公司二级子公司英派斯销售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崂山支行
账号:372005570018000042894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会同英派斯销售、保荐机构及专户银行
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372005583018000037743)中的募集资金已全部
用于下属公司增资,账户已无余额且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将对其进
行销户,届时公司与保荐机构及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也
相应终止。
募集资金投入英派斯销售后,将专门用于实施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 公司
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
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 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
公司
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章程》的规定,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
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实施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增资,符合《
公司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稳步推
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增强经营能力,符合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实施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
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英派斯健发和英派斯销售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
宜已经过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审批程序。 公司上述事项符合《
引 (2015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监管要求》及《
正常进行的情况,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本保荐机构对英派斯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的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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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539 号)核准,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 每股面值 1 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 16.0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81,500,
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 48,294,558.2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3,205,441.72
元。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和信验字(2017)第 000098
号”《
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
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使公司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使用自筹资金对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募投项目累计已经投
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置
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１

健身器材生产基地升
级建设项目

２３２，３５５，３００．００

２０４，９７９，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１０，７２９．３６

１６，２１０，７２９．３６

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０２，９８２，０００．００

９０，８４８，６００．００

２，５４２，８７５．００

２，５４２，８７５．００

３

国内营销网络升级项
目

７０，１０７，５００．００

６１，８４７，４００．００

４

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
目

５５，２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０５，１００．００

４，４７９，１８１．７２

４，４７９，１８１．７２

５

国外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３０，４０８，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２５，３００．００

４９１，０６２，８００．００

４３３，２０５，４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２，７８６．０８

２３，２３２，７８６．０８

合计

31日)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
青岛英派斯健
入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审核,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出具了《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和信专字 (2017) 第 000488
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英派斯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
意见,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上市公司监管指
益的情况,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符合《
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中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因此,中信证券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和信专字
(2017)第 000488 号);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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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使用募集资金
额（
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 募集资金置换金
入金额（
元）
额（
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
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本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
方式解决。 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时间不一致,公司
将根据实际情况先以其他资金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
为使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使用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出具的《
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和信专字(2017)第 000488 号),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募投项目累计已经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
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关
2017 年 11 月 14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
抵触,置换时间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也未超过 6 个月。 因此,监事会同意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置换先期(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宜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经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
容及程序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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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将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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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2017 年第
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本次公司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情况的开
展。 该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如下:
一、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1.投资产品品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2.投资额度: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可滚动使用。
3.投资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4.实施方式: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
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由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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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项目总投资额
（
元）

2.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3.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232,786.08 元置换先期(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

5.资金来源:现金管理所使用的资金为自有闲置资金。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会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
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并增加收益,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该项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1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该投资不会影响到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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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
公司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审计
制度》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管理层审慎考虑并推荐,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刘在荣女士担任公司审计
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在荣女士简历附后。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4 日
附:刘在荣女士简历
刘在荣,女,197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文理双本科学历。
1997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任职于青岛人民印刷厂,担任设计部主管。 2003 年 8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职于外商独资大型企业创新科技(山东青岛)有限公司,先后
担任工程技术部经理,质量管理部经理等职务。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职
于欧美外商独资企业贝克曼沃玛(青岛)金属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技术质量部总
监。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职于青岛高校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质
量技术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 2014 年 5 月至今担任公司系统管理本部总监。
截至目前,刘在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