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波

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鸟”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对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6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 21.30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1,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90,873,018.8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0,626,981.11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 月 3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001 号），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336,755.37 元，明细

情况如下： 

明细 金额（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370,377,709.63 

加：利息收入 233,916.44 

理财收入 6,981,105.56 

减：本期募集资金支出 107,636,292.47 

银行工本费及手续费等 2,398.52 

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269,954,040.64 

减：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156,63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划转至公司一般户 111,987,285.27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336,755.37 

经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

物流中心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予以结项或终止，并将募集资金专户剩

余资金 26,995.40 万元（含项目结顶或终止之后产生的利息收入、理财收入等）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已划转至公司一般户金额 11,198.73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15,663.0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尚存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33.68 万元。截至报告

出具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成。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

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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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宁波太平

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

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

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账号：36887210183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新城支行（账号：3901120129200014184）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账号：33150198443600000267）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和义务，上述签订的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

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元） 存储方式 

宁波太平鸟

时尚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支行 
368872101833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新城支行 
3901120129200014184 276,940.85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33150198443600000267 1,059,814.52  活期 

合计 1,336,755.37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

品明细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起止日

期 

年化收益

率（%） 

宁 波 太 平

鸟 时 尚 服

饰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海曙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300.00 

2018-12-10

至 2019-1-15 
3.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支行 

“乾元周周利”开放

式保本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363.00 

2018-5-8 起

可实时赎回 
3.30 

“乾元周周利”保本

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00 

2018-6-20 起

可实时赎回 
3.60 

“乾元周周利”保本

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00 

2018-8-1 起

可实时赎回 
3.30 

合计    15,663.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763.63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为增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营运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

项目的效益将体现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中，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故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805,598,149.07 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就此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04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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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

该事项均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为促进公司主业更加积极健康发展，推进品牌在全国营销渠道的开拓与布

局，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加快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和服务体系，建设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集中式信息化管理平台，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要，经公司研究决

定，并经公司 2017 年 4 月 1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已

置换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计划拟置换的不低于

23,416 万元继续留存在原来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将此笔资金用于继续投入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综上，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置换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

额 

计划募集资

金投入 

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

金额 

实际募集

资金置换

金额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02,841.00     57,904.70   39,892.30   18,955.00  

2 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   47,9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5,158.00     15,158.00    5,667.51    3,188.00  

  合计  165,899.00    108,062.70   80,559.81   57,143.00  

上述自筹资金 57,143.00 万元已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

出。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 2017年 4月 1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拟对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 2 亿元额度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投资额度自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经公司 2017 年 10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关于调增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并经

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在原有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 2 亿元

的基础上，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 1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适时投资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投资额度自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公司独立董

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经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延长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公告》，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将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3 亿元额度的使用期限延长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

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本报告期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127,189.00 万元，累计收回理财

产品的金额为 138,552.00 万元，取得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698.11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15,663.00 万元，存放情

况如下： 

开户银行 余额（万元）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  5,300.00  银行理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10,363.00  银行理财 

合计  15,663.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资金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已累计投

资金额 
节余金额 

募集资金

余额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7,904.70 42,170.56 15,734.14 16,498.73 

2 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 35,000.00 35,000.00  27.69 

 合计 92,904.70 77,170.56 15,734.14 16,526.42 

注：募集资金余额含节余募集资金、历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收入与利

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率，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

均已实施完毕，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节余资金 15,734.14 万元及

相应的利息、理财收益等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补充流动

资金金额为准。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 2017年 2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3

月 8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增加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主体及延长实施期限。其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及全资

品牌子公司调整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并将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太

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6 年 12 月。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调整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并将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 

经公司 2017 年 10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

并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对募投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作部分调整。其中，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在保持原项目总投资金额、门店数量、实施主体与整体实施方向、

实施方式、实施对象不变，且总面积不超过原计划面积的前提下，将项目的具体

实施方式，包括各家品牌的门店数量分布、在原定省市的选址、不同类型城市的

分布和各门店的面积等，改由公司经营层结合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市场实际情况调

整实施，并将实施期限从原来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从原来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公司 2018年 6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关于延长营销网络建设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由原定的 2018 年 6 月 30 日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项目的总投资金额、门店数量、实施方式等其他内容均

保持不变。 

经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方案系 2013 年制定，方案中部分软件、硬件配置等整

体规划已经难以适应 IT 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新零售的趋势，相关内容尚需结合市

场环境变化和公司战略调整进行进一步研究、论证；同时公司近年来不断对信息

系统进行优化升级，现有信息系统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予以终止，并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终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后续收到利息、理财收益等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具体金额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准。上述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完成后予以注销或转为一般

账户。 



 

 

（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

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

大情形。 

六、会计师出具的鉴证报告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认为：太平鸟公司

2018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

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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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太平鸟公司募集资金 2018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与公司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以

及公司聘请的注册会计师等人员进行了沟通，查阅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相关公告。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有效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

用、委托理财等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或变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募

集资金的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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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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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附表 1：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8,062.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63.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050.5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278.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3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差

额(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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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是[注 4] 57,904.70 57,904.70 57,904.70 9,785.51 42,170.56 -15,734.14 72.83 2018年12月 3,459.33  

否 

[注 6] 
否 

慈东服饰整理配

送物流中心项目 
是[注 4]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100.00 2015年12月 2,444.53  

否 

[注 7] 
否 

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是[注 4] 15,158.00 5,107.46[注 5] 5,107.46 978.12 5,107.46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是[注 4]  10,468.98[注 5] 10,468.98   -10,468.9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08,062.70 108,481.14 108,481.14 10,763.63 82,278.02 -26,203.1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结项，同时终止实施“信息化系

统建设项目”，并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42,170.56

万元（不含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继续留存在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投入“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的资金 20,937 万元），规划中的 238 家门店均已完成购置、租赁等全部前期开店投入。

募集资金结余 16,498.73 万元，主要系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已经置换的 20,937 

万元继续留存在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投入营销网络建设所致。 

2、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 27.69 万元均系募集资金到位后至置

换完成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经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方案系 2013 年制定，方

案中部分软件、硬件配置等整体规划已经难以适应 IT 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新零售的趋势，相关内

容尚需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战略调整进行进一步研究、论证；同时公司近年来不断对信息

系统进行优化升级，现有信息系统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予以终止，并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后

续收到利息、理财收益等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已经按照实施方案上线供应链管理系统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供应商协

作平台等工程，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5,107.46 万元（不含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继

续留存在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投入“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资金 2,479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10,468.98 万元。上述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在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完成后予以注销或转为一般账户。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部分实施内容变更详见上述“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注 5：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5,107.46 万元，并将

结余募集资金合计 10,468.98 万元（含结余募集资金 10,050.54 万元、历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收入与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418.44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以上议案已经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注 6：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晚于预期，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投入晚于原计划，经公司 2017 年 10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该项目实施计划（包括各家品牌的门店数量分布、在原定省市的选址、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和各门店的面积等）进行调整变更，在此之前建设的部分

店铺由于不符合最新的商业环境和市场实际情况已做调整，因此调整后的店铺运营效益尚未完全体现。 

注 7：公司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预计效益中的总成本费用不包括财务费用，由于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晚于原预期，公司已先以自筹资金投

入项目建设，自筹资金承担的财务费用导致该项目 2018 年净利润未达到预计效益。 



 

 

附表 2： 

2018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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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信息化系统建

设项目 
10,468.98 10,468.98 

   
不适用   否 

合计  10,468.98 10,468.9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合计 10,468.98 万元（含节结余募集资金、

历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收入与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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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孔令海        姜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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