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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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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中南出

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传媒”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27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39,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6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24,26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2,300.20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累

计投入 207,654.42 万元，募集资金账面余额 277,887.87 万元。募投项目累计投

入情况为：2010 年度按募投项目安排补充流动资金 18,500.00 万元；2011 年度

投入金额 13,177.8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有资金投入金额 3,622.96

万元，当期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9,554.85 万元；2012 年度投入金额 9,619.40 万

元；2013 年度投入金额 19,416.31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141,589.00 万元；

2015 年度投入金额 3,180.56 万元， 2016 年度投入金额 2,171.34 万元, 其中：

湖南省新华书店区域中心门店改造升级项目投入 77.76 万元，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投入 1,333.79 万元，合资组建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

限公司项目投入 21.72 万元，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校园连锁书店项目投

入 738.07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

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五一路支行、华

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信支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将募集资金分别存入以上开户行存储和

管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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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除存放在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下属公司专户

中余额 14,305,609.69 元（其中：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3,784,925.05

元，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500,288.11 元，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20,396.53 元）外，三方监管账户募集资金存储余额见下表：

开户行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五一路支行 694,105,279.95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2,068,048,712.44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信支行 2,419,081.76

合计 2,764,573,074.1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收购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项目。项目承诺投

资总额 11,163.00 万元，其中收购股权价款 8,000.00 万元，增资款 3,163.00 万

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11,163.00 万元，实际累计投入金额 11,170.25 万元，

其中 2016 年以前已支付股权对价 8,000.00 万元, 已使用增资款本金 3,163.00

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 7.25 万元,投入进度 100%。

2. 中南基础教育复合出版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20,013.00 万元，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金额 20,013.00 万元，尚未投入。

3. 数字资源全屏服务平台项目。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14,630.00 万元（包括

变更时该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14,630.00 万元，其中

2013 年度投入金额 12,003.40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2,835.26 万元（含变

更后该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208.66 万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132.57 万元（全

部为变更后该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14,971.23 万元，

投入进度 100%。

4. 湖南省新华书店区域中心门店改造升级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31,982.13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31,982.13 万元，已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募集资金

累计 1,675.26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1,530.11 万元，投入进度 4.78%，

其中 2011 年度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772.26 万元，2013 年度投入金额 204.18 万

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265.04 万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210.87 万元，2016

年度投入金额 77.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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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省新华书店电子商务平台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9,888.00 万元，截至

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9,888.00 万元，2011 年度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121.16 万元，

投入进度 1.23%。

6. 全国出版物营销渠道建设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9,772.43 万元，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金额 9,772.43 万元，尚未投入。

7.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新技改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19,991.00 万元，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19,991.00 万元，已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募集资金累计

14,575.48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14,565.26 万元，投入进度 72.86%，

其中：2011 年度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1,196.16 万元，2011 年度投入金额 5,147.55

万元，2012 年度投入金额 853.14 万元，2013 年度投入金额 2,710.30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4,361.24 万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296.87 万元 。

8.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15,118.00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15,118.00 万元，已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募集资金

累计 7,574.87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7,361.63 万元，投入进度 48.69%，

其中 2011 年度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1,533.38 万元，2011 年度投入金额 2,007.30

万元，2012 年度投入金额 1,159.22 万元，2013 年度投入金额 376.13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625.01 万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326.80 万元，2016 年度投入金

额 1,333.79 万元。

9.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18,500.00 万元，已于 2010 年度全部

投入，投入进度 100%。

10. 湖南省新华书店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项目。本项目为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承诺投资总额 4,300.00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4,300.00 万元，2011

年度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募集资金 4,300.00 万元，其中 2011 年度投入金额

2,400.00 万元，2012 年度投入金额 979.04 万元，2013 年度投入金额 234.78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183.63 万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514.40 万元，截至

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4,311.85 万元（含利息 11.85 万元），投入进度 100%。

11. 合资组建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项目。本项目为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承诺投资总额 29,539.00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17,664.43 万元，2013

年度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3,041.18 万元（含利息 41.18 万元），投入进度 17.22%，其中 2014 年度投入金

额 2,180.26 万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839.20 万元，2016 年度投入金额 21.72

万元。

12.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校园连锁书店项目。本项目投资总额

3,245.89 万元，其中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3,000.00 万元，新华书店自筹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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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89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3,000.00 万元，已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募

集资金累计 3,000.00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081.75 万元，投入进度

69.39%，其中，2013 年度投入金额 31.89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795.56 万

元，2015 年度投入金额 516.23 万元，2016 年度投入金额 738.07 万元。

13. 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项目。本项目为超

募资金投资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70,000.00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70,000.00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70,000.00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70,000.00 万元，投入进度 100%。

14. 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本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60,000.00 万元，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60,000.00 万元，2014 年度投入金额

60,000.00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60,000.00 万元，投入进度 100%。

上述募投项目中，第 1、3、9、10、13 和 14 项已按照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对

资金进行投入，投入进度为 100%。

第 4、7、8 和 12 项已在稳步进行，并按照项目建设情况逐步投入资金。为

提升项目投资效益、做好项目投资风险控制，公司结合市场及业务发展情况对项

目的投资进度进行了适当调整。第 11 项由于项目的具体发展路径和运营模式有

所调整，公司计划对该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进度也作相应的调整。

第 2、5 和 6 项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由于上述三个项目有关的市场、技术和

业务情况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公司拟对项目进行审慎地论证研究，以适应市场环

境的变化，促进公司战略发展，保证股东利益。具体的投资进度将在修订完善投

资计划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进行充分、完整、准确的

信息披露。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3,622.96 万元。本年度未发生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用于其它募投项目或

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 湖南省新华书店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项目。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批准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湖南省新华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

书店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项目，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4,3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4,311.85 万元（含利息 11.85 万元）。

2. 合资组建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项目。2013年 9月 27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资组建湖南教育电视

传媒有限公司的议案》，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29,539.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3,041.18 万元。

3.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校园连锁书店项目。2013 年 9 月 27 日，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华书

店校园连锁书店的议案》，项目投资总额 3,245.89 万元，其中公司以增资方式投

入 3,000.00 万元，新华书店自筹解决铺底流动资金 245.89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对项目实施主体拨付超募资金 3,000.00 万元，已使用超募资金累

计投入 2,081.75 万元。

4. 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项目。2013 年 10

月 28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

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70,0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70,000.00 万元。

5. 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2014年 7月 25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60,0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超募

资金投入 60,000.00 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出版创意策划项目的变更情况

2012 年 12 月 23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出版创意策划项目募集资金投向收购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并增资的议案》，变更后项目承诺投资募集资金总额 11,163.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1,170.25 万元（含利息 7.25 万元）。

（二）数字资源全屏服务平台项目的变更情况

2012 年 12 月 23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数字资源全屏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变更后项目总计划投

资 32,310.00 万元，其中公司对项目的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14,630.00 万元

（包括变更时该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14,971.23 万元（含利息 341.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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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的变更情况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对项目实施内

容进行了部分变更，变更后项目投资总额仍为 19,991.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4,565.26 万元。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

行了核查，认为：中南传媒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外部环境变

化进行了变更，并依照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决策程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

原计划有所滞后。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