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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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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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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自本公司于 200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共有三次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032 号）核准，

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000 股，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 20.00 元。截止 2009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30,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 370,0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汇入公司开立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乐支行 74818100226111 账户

内。另减除审计评估费、律师费、信息披露及路演推荐费、新股发行登记费等其

他 发 行 费 用 7,780,000.00 元 后 ， 公 司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362,2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验证，并出具利安达验字【2009】第 1042 号验资报告，以下简称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第二次为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3】1633 号”《关于核准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欣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核准公司向李欣等 13 名交

易对方发行新股 23,441,162 股和支付现金 1 亿元收购北京亚太安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416,666 股新股募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向特定投资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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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333,333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 24.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2 元，扣除发行费

用 6,950,000 元，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3,049,992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

第 610045 号验资报告，以下简称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第三次为根据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5]845 号《关于核准银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3,391,30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每股 2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97,999,992.00 元，

扣除总发行费用 17,081,127.1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0,918,864.85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

会师报字[2015]第 610506 号验资报告，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二）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IPO 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之前使用完毕，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办理完

销户手续，2017 年半年度公司无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 IPO 募集资金 36,808.02 万元用

于补充营运资金和扩大公司智能化系统工程总包业务项目、数字化医疗关键技术

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城市智能交通全集成控制系统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城市快速

公交营运系统项目、银江（北京）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区域营销中心

建设项目、超募资金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及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投资于并购

项目。 

（2）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资产重组募集资金 19,300.20 万

元，主要用于购买北京亚太安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股权现金支付部分

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保俶支行 
95030158000000267 193,049,992.00 已销户 

合计  193,049,992.00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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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3,049,992.00 

减：2014年购买北京亚太安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0%股权现金支付部分 100,000,000.00 

减：2014年度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93,000,000.00 

减：2014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2,121.84 

加：2014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67,216.61 

减：2015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150.00 

加：2015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427.06 

减：2016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360.05 

减：2016年度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15,160.00 

加：2016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156.22 

截至2017年6月30日专户余额 0.00 

注：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已在资金使用完后于 2016 年销户。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

春路支行 
1202020229900451245 446,416,057.45 326,983,980.4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

行 
10458000000390162 88,339,077.27 87,105,353.0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保俶支行 
95030158000000306 63,479,482.74 60,746,972.53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 3301040160003122002 274,613.21 0.00 

合计   598,509,230.67 474,836,306.07 

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募集资金账户已在资金使用完后于

2017 年 1 月销户。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980,918,864.85 

减：2015 年投入智慧城市基地化建设及应用服务项目 94,997,190.05 

减：2015 年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升级项目 6,018,2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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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2015 年智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25,999,395.38 

减：2015 年度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91,409,825.50 

减：2015 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2,025.75 

加：2015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2,778,480.05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665,270,680.63 

减：2016 年投入智慧城市基地化建设及应用服务项目 49,979,078.07 

减：2016 年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升级项目 5,195,830.79 

减：2016 年智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11,836,548.08 

减：2016 年度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8,613,139.21 

减：2016 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3,417.61 

加：2016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8,866,563.80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598,509,230.67 

减：2017 年半年度投入智慧城市基地化建设及应用服务项目 122,234,677.00 

减：2017 年半年度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升级项目 1,683,470.15 

减：2017 年半年度智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2,825,689.88 

减：2017 年半年度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274,655.93 

减：2017 年半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1,383.47 

加：2017 年半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3,346,951.83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专户余额 474,836,306.07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

监督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浙江银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经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于 2010 年 2 月 3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生效。 

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分别与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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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7331010182600190578 80,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95200154800000801 35,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保俶支行 95030158000000154 40,000,000.00 已销户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 74818100226111 207,220,000.00 已销户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201000067504005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春支行 33001617835053007331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保俶支行 95030158000000267 193,049,992.00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 1202020229900451245 582,918,864.85 326,983,980.4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10458000000390162 98,250,000.00 87,105,353.0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 95030158000000306 99,750,000.00 60,746,972.53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 3301040160003122002 200,000,000.00 已销户 

合计  1,536,188,856.85 474,836,306.0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详见本报告附表 3。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

及其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营运资金和扩大公司智能化系统工程总包业务

项目”及“超募资金补充公司运营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主要目

的为：增加公司流动资金，充实公司周转资金，提高公司项目承揽成功率，改善

公司的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实现公司发展目

标。公司管理层根据正在施工和准备施工的项目的合同要求，按轻重缓急的顺序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

单独核算。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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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本报告期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9,519,318.64

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600 号鉴证报告。 

截止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的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 

1 智慧城市基地化建设及应用服务项目 600,000,000.00 51,240,868.60 

2 智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99,750,000.00 22,924,780.89 

3 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升级项目 98,250,000.00 5,353,669.15 

 合  计 798,000,000.00 79,519,318.64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无。 

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9、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用于银行手续费支出金额为 1,383.47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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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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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222.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808.0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26.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5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和扩大公司智能化

系统工程总包业务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8,007.63  

             

100.10  
2011.10.31 

 无法单独核

算  

 不适

用  
 否  

数字化医疗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4,124.09  

             

103.10  
2011.10.31 

                  

454.48  
 是   否  

城市智能交通全集成控制系统开

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3,500.00  

                  

3,500.00  
  

                

3,588.55  

             

102.53  
2011.10.31 

               

1,451.31  
 是   否  

城市快速公交营运系统项目  否  
                

1,502.00  

                  

1,502.00  
  

                

1,675.87  

             

111.58  
2011.10.31 

                    

15.0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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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7,002.00  

                

17,002.00  
  

              

17,396.14  
 —  — 

               

1,920.79  
                                                     

                                                                                    

超募资金投向                                                                                   

银江（北京）物联网技术有限公

司建设项目 
 否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  
2010.12.31                                 否   否  

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是  
                

8,640.00  

                  

4,814.00  
  

                

4,816.28  

             

100.05  
2010.12.31 1566.36  是   否  

超募资金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否  
                

5,040.00  

                  

5,040.00  
  

                

5,132.47  

             

101.83  
2012.3.31 

 无法单独核

算  
 —   否  

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投资

与并购项目 
 是  

                

4,540.00  

                  

8,366.00  
  

                

8,463.13  

             

101.16  
2012.3.31                                 否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9,220.00  

                

19,220.00  
  

              

19,411.88  
    

               

1,566.36  
                                                     

合计   
              

36,222.00  

                

36,222.00  
  

              

36,808.02  
    

               

3,487.1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用于银江（北京）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的超募资金累计 1,000.00 万元，公司正

逐步向互联网转型，且产品技术性能研发不断在优化升级，盈利预期的实现需要一定周

期。用于交通、医疗等领域投资与并购项目的超募资金累计 8,463.13 万元。智慧交通集

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已在客户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已经实现了较好的盈利效益；同时部分

需要使用股份公司资质的项目收入及效益未体现在智慧交通集团报表中。智慧医疗集团

尚未实现盈利，但已取得软件企业资质，并单独承接医疗信息化项目；同时部分需要使

用股份公司资质的项目收入及效益未体现在智慧医疗集团报表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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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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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30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311.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购买北京亚太安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现金支付部分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2014 年 2

月 

             

-16.26  
 否   否  

补充上市公司运营资金  否  
                

9,305.00  

                  

9,305.00  
  

                

9,311.52  

             

100.0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9,305.00  

                

19,305.00  
  

              

19,311.52  
 —  — 

             

-16.26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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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305.00  

                

19,305.00  
                              

              

19,311.52  
 —    

             

-16.2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亚太安讯原轨道交通业务主要分布于北京地区市场，报告期内，全国市场开拓受阻，

导致公司轨道交通业务的业绩未达到预期。2、亚太安讯项目收入大部分是按照验收后一

次性确认收入，报告期内，大部分项目仍处于建设施工阶段，未达到验收条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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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091.8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701.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106.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智慧城市基地

化建设及应用服

务项目 

 否  
              

60,000.00  

                

60,000.00  

            

12,223.47  

              

26,721.09  

               

44.54  

 正常执

行  

            

601.90  
 不适用   否  

2、企业技术中心

研发升级项目 
 否  

                

9,975.00  

                  

9,975.00  

                 

168.35  

                

1,289.75  

               

12.93  
 未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智慧城市信息

服务平台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 

 否  
                

9,825.00  

                  

9,825.00  

                 

282.57  

                

4,066.16  

               

41.39  
 未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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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流动资金  否  
              

20,000.00  

                

20,000.00  

                   

27.47  

              

20,029.76  

             

100.1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99,800.00  

                

99,800.00  

            

12,701.85  

              

52,106.77  
 —  — 

            

601.90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计   
              

99,800.00  

                

99,800.00  

            

12,701.85  

              

52,106.77  
 —  — 

            

601.9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应募投项目尚未完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期暂无法对上述募投项目效益实现情

况进行评价。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本报告期置换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金额为 79,519,318.64 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业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600号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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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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