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金证券股份公司关于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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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舟文化”或“公司”)后续聘请的持续督导机构（2017 年 5 月 31 日开始，委

派保荐代表人江岚、陈菲），对天舟文化在 2018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97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 21.88 元。募集资金总额 41,572 万元，扣除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承销费和保荐费 2,997.16 万元，募集资金人民币 38,574.84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汇入公司账户，扣除交易所的发行手

续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628.57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946.268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职湘核字

[2010]442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天舟文化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11,447,045.27 万元。其中：置换预先

已投入内容策划与图书发行项目的自筹资金 20,029,336.73 元；内容策划与图书

发行项目使用 56,013,063.27 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使用 2,308,572.55 元；管理信

息与出版创意平台软件款项目使用 2,026,541.00 元；投资设立浙江天舟图书有限

责任公司使用 3,500,000.00 元；投资设立北京北舟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29,400,000.00 元；设立北京事业部使用 30,000,000.00 元；投资设立北京东方天



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使用 15,000,000.00 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40,000,000.00 万元；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使用超募资金 4,171,131.72 元；

并购神奇时代股权使用超募资金 108,998,400.00 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前年度共取得利息收入 28,350,311.30 元，支付银行手续

费及账户管理费 31,410.29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96,334,535.74 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375,000,000.00 元购

买万安盛恒贸易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国金凯撒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的广州四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九游”）25%股权，其中

使用自有资金 97,000,000.00 元，募集资金 278,000,000.00 元；同意公司变更公司

201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和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截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和出版创意平台建设项目”、“教

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新移动网络游戏产品研发项目”和“AR、

VR 互动游戏及应用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用于收购四九游 25%股权的部

分现金对价。2018 年度，公司已支付变更后的项目募集资金 278,000,000.00 元，

其中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 98,061,422.29 元，2016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 179,938,577.71 元。 

（1）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本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 98,061,422.29 元，全部用于支付变更后

项目“收购四九游 25%的股权”。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专户取得利息收入 1,734,503.00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及

账户管理费 3,182.04 元，募集资金账户销户收回现金 4,434.41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销

户，余额为 0 元。 

二、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的

合法利益，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

户所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县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持续督导机构变更为国金证券后，本保荐机

构与天舟文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县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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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正常。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销

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天舟文化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利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

2,002.934 万元，其中内容策划与图书发行项目使用 2,002.934 万元。2011 年 3 月

21 日，天舟文化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天舟文化以 2,002.934 万元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了天职湘 SJ[2011]237 号专项鉴证报告；天舟文化原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发表

了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375,000,000.00 元购



买万安盛恒贸易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国金凯撒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的广州四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九游”）25%股权，其中

使用自有资金 97,000,000.00 元，结余募集资金 278,000,000.00 元；同意公司变更

公司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和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截

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和出版创意平台建设项

目”、“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新移动网络游戏产品研发项目”和

“AR、VR 互动游戏及应用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用于收购四九游 25%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2018 年度，公司已支付变更后的项目募集资金

278,000,000.00 元，其中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 98,061,422.29

元，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 179,938,577.71 元。截至 2018 年度末

已按变更用途支付完毕。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 年度，天舟文化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访谈沟通、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

对天舟文化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

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天舟文化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天舟文化中、高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就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等 

七、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核查意见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 2018 年度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公司募集资

金 2018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

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 2018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8 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7,946.2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806.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806.1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950.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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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年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年末投

入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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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策划

与图书发行

项目 

否 
             

7,604.24  

             

7,604.24  
  

             

7,604.24  
100.00% 2013 年 不适用 

            

1,745.25  
是  否 

2.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是 

             

3,320.40  

                

230.86  
  

                

230.86  
100.00% 

 已终止并

变更用途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管理信息

和出版创意

平台建设项

目 

是 
             

3,200.58  

                

202.65  
  

                

202.65  
100.00% 

 已终止并

变更用途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14,125.22  

             

8,037.75  
  

             

8,037.75  
100.00%     

            

1,745.25  
    



超募资金投

向  
                      

1.投资设立

浙江天舟图

书有限公司 

否 
                

350.00  

                

350.00  
  

                

350.00  
100.00% 2011 年 不适用 

              

-294.87  
否 是 

2.设立北京

事业部 
否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2011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投资设立

北京北舟文

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否 
             

2,940.00  

             

2,940.00  
  

             

2,940.00  
100.00% 2011 年 不适用 

                 

-7.81  
否 是 

4.教育内容

资源研发与

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是 
             

2,884.00  

                

417.11  
  

                

417.11  
100.00% 

 已终止并

变更用途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5.投资设立

北京东方天

舟教育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否 
             

1,500.00  

             

1,500.00  
  

             

1,500.00  
100.00% 2012 年 不适用 

           

-1,661.92  
否 是 

6.神奇时代

股权并购项

目 

否 
           

10,899.84  

           

10,899.84  
  

           

10,899.8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否 

             

4,000.00  

             

4,000.00  
  

             

4,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25,573.84  

           

23,106.95  
  

           

23,106.95  
100.00%     

           

-1,964.60  
    

变更募投项

目资金投向  
                      

收购广州四

九游 25%

股权 

否   
             

9,806.14  

           

9,806.14  

             

9,806.1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募投项

目投向小计  
    

             

9,806.14  

           

9,806.14  

             

9,806.1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  计   
           

39,699.06  

           

40,950.84  

           

9,806.14  

           

40,950.84  
100.00%     

              

-219.35  
    

未达到计划

进度原因

（分具体项

目）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近年来，由于图书出版发行行业对教材、教辅审定、出版、发行等方面政策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有的教辅发行模式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避免盲目投入，公司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案及投资较为谨慎，目前该项目尚未进行较大资金投入，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并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

收购资产的议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按变更用途支付。 

2.管理信息和出版创意平台建设项目：原计划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同步配套实施，由于营销网络建设未能按期推进，公司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创意资源平台项目

也相应调整，公司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按变更用途支付. 

3.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由于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是一个合作项目，根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规定，合作方中国教科院被确定为公益性事

业单位，不得直接开展对外投资和经营性业务，因此合资公司一直未能组建，从项目提出至目前，各方面都发生较大变化，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根据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

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按变更用途支付。 



4.投资设立的浙江天舟未达到预期收益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少儿图书市场品种繁多，公司的销售渠道有限，市场竞争加剧，以致我司开发的图书品种销量未达到

预计目标。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处置该公司，已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5.投资设立的北京北舟公司未达到预期收益的主要原因为：A、原预计招投标市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规律难以掌控，业务开拓需要一个过程，使得招投

标业务未达到预期目标；B、受国家教材教辅管理政策调整的影响，全国教材教辅市场推广未能按预期的计划进行。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将持有的北舟公司

49%的股份转让给北洋传媒，并已于 2013 年 12 月收到北洋传媒股权转让款。 

6.投资设立东方天舟未达到预期收益的主要原因为：A、原托管上海东阶双语学校因学校面临搬迁，经营存在不确定性，延缓了实施计划；B、原预计的教具教

材的销售及 NCET 的考试因暂未得到中国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正式推广的配合，考生人数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将持有东方天舟 77.5%的

股份转让给控股股东天鸿投资，并已收到天鸿投资股权转让款项。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1.投资设立浙江天舟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因行业市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该公司实际运营情况与预测差距较大，造成图书库存积压严重。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处置

该公司，2013 年下半年进入清算期，并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2.投资设立北京北舟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将加快现有业务结构的调整，将持有的北舟公司 49%的股份转让给北洋传媒，并已于

2013 年 12 月收到北洋传媒股权转让款。 

3.投资设立北京东方天舟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该子公司总部及 5 所学校严重亏损，且短期内难以扭转，新项目投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经公司董事会

决议，将持有东方天舟 77.5%的股份转让给控股股东天鸿投资，并已收到天鸿投资股权转让款项。 

4.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由于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是一个合作项目，根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规定，合作方中国教科院被确定为公益性事

业单位，不得直接开展对外投资和经营性业务，因此合资公司一直未能组建，从项目提出至目前，各方面都发生较大变化，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根据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

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按变更用途支付。 

5.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近年来，由于图书出版发行行业对教材、教辅审定、出版、发行等方面政策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有的教辅发行模式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避免盲目投入，公司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案及投资较为谨慎，目前该项目尚未进行较大资金投入，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并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

收购资产的议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按变更用途支付。 



6.管理信息和出版创意平台建设项目：原计划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同步配套实施，由于营销网络建设未能按期推进，公司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创意资源平台项目

也相应调整，公司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按变更用途支付。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

情况 

本公司超募资金 23,821.048 万元，其使用情况如下：  

1.2011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部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投资设立浙江天舟图书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人民币 350 万元现金投资设立浙江天舟。2011 年 6 月 21 日，浙江天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并已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但由于行业市场情况发生较

大变化，该公司实际运营情况与预测差距较大，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处置该公司，2013 年下半年进入清算期，已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2.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北京事业部的议案》，同意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 3,000 万

元投资设立北京事业部。投资的主要用途如下：投资 2,610 万购置北京事业部办公场地，投资 390 万元用于北京事业部人员招聘和补充北京事业部流动资金等。

北京事业部目前正常运营。 

3.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参股北京北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现金出资 2,940 万元

参股成立北京北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2011 年 8 月 3 日，北京北舟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并已正常开展经营活

动。但为适应公司发展战略，调整业务结构，公司已将该公司股权转让。 



4.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 2,884 万元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同投资建设“教育内容资源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根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规定，中国教科院被确定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得

直接开展对外投资和经营性业务，因此合资公司一直无法组建。公司已寻找新的募投项目替代。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四九游 25%股权，截至报告

期末已经按变更用途支付。 

5.2012 年 6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北京东方天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500 万元与上海东方阶梯智力发展有限公司、生艳秋女士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东方天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2 年 6 月 26 日,北京东方天舟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但由于该公司严重亏损，短期内难以扭转，公司已将其所持股权转让。 

6.2014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用于向李桂华等购买神奇时代 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支付的议

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 10,899.84 万元用于向李桂华等购买神奇时代 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支付，该款项已支付完毕。 

7.2012 年 8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流动资金已补充到位。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利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 2,002.934 万元，其中内容策划与图书发行项目使用 2,002.934 万元。2011 年 3 月 21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 2,002.934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的 7,000.00 万元募集资金, 已于 2017 年 1 月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支付，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余额。 

募集资金其

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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