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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 04 日召开了第八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2年非公开发行的剩余募

集资金 12,797.93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

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现就公司将使用 2012 年非公开发行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 公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69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采

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 9 家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18,304 万股股票，每股发行价

6.12 元，特定投资者均以货币资金认购。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 0335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20,204,800 元，扣除承销、保荐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40,770,000 元后，本次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79,434,800 元。 

原募投项目的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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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累

计投入金额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1、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

升级与产业化项目 
是 28,036.00 9,636.00 3,169.86 是 

2、电子商务项目 是 41,987.48 222.73 222.73 是 

3、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

设及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

运营项目 

是 37,920.00 4,066.75 4,066.75 是 



承诺投资项目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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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累

计投入金额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07,943.48 13,925.48 7,459.34 --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大幅晚于可研报告出具时间，外部政策环境及市

场环境变化较大，截至目前，公司变更了 94,018.00万元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目前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江苏高鸿鼎恒项目 电子商务项目 15,118 15,118 否 

收购高阳捷迅并对

其增资 

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

建设与数字新媒体内容

采集与运营项目 

26,900 26,900 否 

增资北京高阳捷迅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综合卡兑换平

台业务 

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

建设与数字新媒体内容

采集与运营项目和电子

商务项目 

10,000 10,000 否 

浙江义乌建设大唐

高鸿电子信息产业

园 

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

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 
15,000 9,150 是 

大唐高鸿科研产业

发展基地 

电子商务项目与企业信

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

与产业化项目 

27,000 27,000 否  

合计 94,018 88,168 -- 

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目前还有“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

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和“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尚未

完成投资，因公司业务转型升级，资金搁置时间已超过一年，且后续具体实施计

划尚未明确，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9年 04月 03日，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银行账户 资金余额（万元） 

1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768） 6766.73 

2 北京银行广源支行（920）-销户 0.00 

3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049）-销户 0.00 

4 宁波银行丰台支行（366）-销户 0.00 

5 北京银行广源支行（152） 6031.2 

6 招商银行亚运村支行（806）-销户 0.00 

合计 12,797.93 

注：资金余额包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481.79 万元。 



 

三、 本次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其影响 

1、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调整后预计投资金额为 9,636

万元，主要用于公司新址信息化建设以及部分公司日常信息化建设，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尚有 6,466.14万元未投入。 

（1）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情况 

公司初步拟定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为 2011 年 7 月份，

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 2012 年 12月份，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

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期为 4 年，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晚于预期，该项目拟开发

新产品的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于 2014 年变更了此项目中的 15,000

万元用于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2015 年变更了其中的 3,400

万元用于大唐高鸿科研产业发展基地项目。截至 2018 年底，浙江义乌建设大唐

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一期建设已经完成，大唐高鸿科研产业发展基地建设已经完

成。调整后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剩余投资额为 9,636万元。

截至 2018 年底实际投入金额为 3,169.86 万元，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 IP 多媒体

调度系统、综合型视频业务平台建设。 

IP 多媒体调度系统及综合型视频业务平台公司已经完成建设及市场化。企

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中原计划用于投资建设的统一通信核

心平台、中高端 IP话机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不再具备竞争力，公司考

虑将不再继续对此项目投入。 

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目前主要围绕联络中心、可信云计算、智能制造业务

及 LTE-V 车联网业务开展。IP 通信类业务已经逐步退出。考虑到企业信息化系

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剩余的有 6,466.14 万元资金闲置已经超过 2 年，

公司盈利能力和规模拓展亟待提升，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

闲置导致的资金效率低下，公司拟将剩余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 

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经公司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通过，并经 2014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变更 15,000 万元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

化项目资金用于建设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 

原计划的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分为两期，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建设完成投

入使用，实际使用资金 9,150 万元，总建筑面积为 2,0125.31 平米，主要用于公

司信息化建设的办公室、实验室、机房等，满足公司在当地可信云计算等相关企

业信息化业务的开展且有部分剩余空间。结合公司业务推进情况，目前情况已满

足公司经营发展需求，短期内暂不开展二期建设。此项目募集资金尚有 5,850

万元未投入使用。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导致的资金效

率低下，公司拟将剩余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所述，公司拟终止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剩余全部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高鸿股份自 2012年 11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至今已近 6年，募集资金尚

未全部使用完毕。“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和“浙江义乌

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因公司业务转型升级，资金搁置时间已超过

一年，且后续具体实施计划尚未明确。 

3、终止该募投项目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长期未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变更比例较高，给公司造成

较高的财务成本，按照一年期商业银行贷款年利率测算（4.35%），如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剩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每年可以节约财务费用

535.75 万元。 

4、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 12 个月未进行高风险投资，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公司承诺在募资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

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5、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后的资金使用安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

司结合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计划将终止募投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及其利

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 

四、 关于公司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审批

程序合法、合规。此次事项是公司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

提高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2012 年非公开发行的剩余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方案。” 

监事会意见：“鉴于公司业务转型升级，2012年非公开发行剩余募集资金搁

置时间已超过一年，且后续具体实施计划尚未明确，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

司拟使用 2012 年非公开发行剩余全部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为了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使之收益最大化，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损害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高鸿股份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自身战略

进行的审慎调整，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该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将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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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高鸿股份本次终止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第八届第十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剩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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