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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317号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居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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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安居宝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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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和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编制的募集资

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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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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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

将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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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9.00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82,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0,633,444.75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831,366,555.2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 2010 年羊验字第 20369 号《验资报告》验证。以前年度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806,938,419.72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结余 127,202,714.90 元。2018 年度实际

使用募集资金129,999,334.53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0.00元，补充流动资金支出129,999,334.53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结余 0.00 元。 

 

（二）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募集资金发生额（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2,720.27 
减：超募资金支出（注 1） 12,999.93 
减：募投项目支出 0.00 
减：手续费支出 0.00 
加：专户利息收入 279.66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注 1：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的全部超募资金及相

关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报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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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2011 年 1 月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于 2012

年 11 月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之补充协议》；2012 年 1 月公司子公司广东安居宝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2012 年 8 月公司子公司广东安居宝光电传输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并于 2013 年 4 月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开户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2013 年 4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2013 年 4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奥迪安

监控技术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3 年 7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海心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2013 年 8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募集资金账户；2013

年 8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2013 年 11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4 年

1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安居宝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

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4 年

2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安居宝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5 年 8 月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完工并将结余募集资金转超募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转入超募资金管理和使用，待定期存款到期后，公司募投

项目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予以注销，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 截止

至 2015 年 9 月 1 日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海心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两个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零, 公司办理了账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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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述专户银行签署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随之终止。 

2015年9月公司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9 月子公司广东安居宝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黄埔大道支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9 月子公司广东安

居宝光电传输科技有限公司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9 月子公司广东安居宝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体育西支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9 月子公司香港安居宝科技有

限公司、广东奥迪安监控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存放专户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存放专户变更

为广州银行昌岗路支行，并注销原广州新塘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本公

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专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随之终止。 

2017 年 6 月 13 日本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岗路支行

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工作。 

本公司及子公司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岗路支行 800162841823388 0.00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岗路支行 800162841820988 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82010154740006380 0.00 

合计  0.00 

 

注：（1）2018 年 6月 14日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余额转入本公司银行存款一般户，对应三

个募集账户均已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本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专户银

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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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度未发生对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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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与“营销与服务体系扩建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掌握和积累产品研发的关键技术，培养

高级技术和研发管理人才，有效加快公司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提高公司研发效率、保持不断

创新的优势，对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业务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营销与

服务体系扩建项目” 有助于减缓公司经营的压力，增强公司售后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和行业知名度，带动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度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度未发生对募投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进行置换的情况。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度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的情况。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完

工并将结余募集资金转超募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5,410.58 万元及相关利

息转超募资金。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31,366,555.25 元，其中超额募集资

金为 616,350,855.25 元。2011 年度共使用超募资金 57,350,000.00 元，2012 年度使用超募

资金 110,000,000.00 元，2013 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106,032,368.63 元，2014 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12,600,000.00 元，2015 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272,730,805.31 元。已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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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持续监督机构核查同意后予以披露，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

金余额为 57,637,681.31 元。 

201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5 年 11 月 13 日 2015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5,579.41 万元及超募资金账户部分结转利息 2,420.59 万元，合计 18,0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

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7,273.08 万元款项于 2015 年 12 月划拨至本

公司银行存款一般户。第二期投入金额 6,000.00 万元款项于 2016 年 8 月划拨至本公司银行

存款一般户。第三期投入金额 4,726.92 万元款项于 2016 年 11 月划拨至本公司银行存款一般

户。 

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6 年 12 月 20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部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

专户的议案》。公司拟变更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项目的超募资金用途，并以自

有资金置换已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  104,711,892.03 元，尚未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 

97,980,034.21 元(含利息收入)将根据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展的需要，后续将以自

有资金陆续投入，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再作为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截止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超募资金合计 202,691,926.24 元（含利息）归还本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监管。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80,000,000.00 元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0.00 元款项于 2017 年 5 月划拨至本公司

银行存款一般户。 

上述 2017 年度议案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80,000,000.00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

使用超募资金 645,982,368.63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余额为 127,202,714.90 元

（含转入的结余募投项目资金及相关利息收入）。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的全部超募资金及相关利息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29,999,334.53 元于 2018 年 6 月已划拔至本公司银行

存款一般户，对应三个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上述 2018 年度议案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29,999,334.53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

用超募资金 775,981,703.16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余额为 0.00 元。 

超募资金使用行为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除上述使

用超募资金的情况外，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其他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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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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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 年度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情况。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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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136.6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2,9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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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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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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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累

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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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3)＝(2)/(1) 

 

承诺投资项目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2,445.80 2,445.80 - 2,450.41 100.19% 2013/6/30 /  不适用（注 1） 否 

2、营销与服务体系扩建项目 否 10,411.53 5,770.02 - 5,770.02 100%（注 10） 2014/12/31 /  不适用（注 2） 否 

3、扩产至 122 万台数字化安防产品项目 否 8,644.24 7,875.17 - 7,875.17 100%（注 11） 2014/12/31 106.26  否（注 3）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1,501.57 16,090.99 - 16,095.60 
  

/  
  

超募资金投向  
 

1、收购德居安香港所持有的德居安广州全部股

权 
否 5,663.24 5,663.24 - 5,663.24 100% 

 
223.13 

 
是 否 

2、向广东奥迪安监控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取得

其 60%的控股权 
否 1,800.00 1,800.00 - 1,800.00 100% 

 
320.45 

 
否（注 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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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设立全资子香港安居宝科技有限公司 否 3,068.00 3,068.00 - 200.00 6.52% 
 

-262.75  否（注 5） 否 

4、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安居宝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 
否 4,200.00 4,200.00 - 4,200.00 100% 

 
-320.00 

 
否（注 6） 否 

5、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000.00 47,000.00 12,999.93 59,999.93 100% 
  

 
  

6、归还银行贷款 否 2,000.00 2,000.00 - 2,000.00 100% 
  

 
  

7、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安居宝光电传输科技有

限公司 
否 3,000.00 3,000.00 - 3,000.00 100% 

 
-67.25 

 
否（注 7） 否 

8、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广东安居宝智能控制系统

有限公司 
否 735.00 735.00 - 735.00 100% 

 
-483.07 

 
否（注 8） 否 

9、投资设立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否 20,000.00 
 

- - 
  

/  不适用（注 9）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2,999.93 77,598.17 
  

/  
  

合计 
   

12,999.93 93,693.77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承诺效益：根据公司 2010 年 10 月 24 日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掌握和

积累产品研发的关键技术，培养高级技术和研发管理人才，有效加快公司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提高公司研发效率、保持不断创新的优势，对于公司提升

核心竞争力和实现业务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营销与服务体系扩建项目承诺效益：根据公司 2010 年 10 月 24 日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市场营销与服务网络建

设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减缓公司经营的压力（2）增强公司售后服务能力（3）增强公司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4）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和行业知名度因此，预计市场营销

与服务体系扩建项目将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带动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3、扩产至 122 万台数字化安防产品项目承诺效益：由于收入增速不及预期，实际销售增速比预计增速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影响，2018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 

 4、根据公司 2013 年 3 月 15 日公告的《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控股广东奥迪安监控技术有限公司可行性报告》，

增资控股广东奥迪安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①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市场前景广阔②控股广东奥迪安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③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实现

资本的快速扩张④有利于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公司超募资金较多，如不把资金优势转化为经营优势，资金使用效率低，就会影响股东权益。将部分超

募资金增资控股奥迪安，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该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未量化项目的经济效

益，因此，该项目的承诺效益与实际效益也无法进行量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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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资设立香港安居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承诺效益：根据公司 2013 年 08 月 01 日公告的《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可行性分析报告》，如本项目按预期计划实施完成，未来 5 年的业务预测为：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 150 万美元，净利润 13 万

美元；第二年：实现销售收入 500 万美元，净利润 60 万美元；第三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0 万美元，净利润 120 万美元；第四年：实现销售收入 1,500 

万美元；净利润 180 万美元；第五年：实现销售收入 2,000 万美元；净利润 240 万美元。因公司项目未结算影响 ，效益未达到预期。 

 6、投资设立广东安居宝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承诺效益：根据公司 2013 年 11 月 20 日公告的《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广东安

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行性报告》，第一年收入 14,113.25 万元，净利润 1722.34 万元； 第二年收入 26,115.38 万元，净利润 3,187.05 万元； 第三

年收入 41,025.64 万元，净利润 5,006.66 万元； 第四年收入 51,300.85 万元，净利润 6,260.62 万元； 第五年收入 61,870.94 万元，净利润 7,550.56 万

元。因公司正处在投产前期阶段，产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未能达到预计效益。 

 7、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安居宝光电传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承诺效益：根据公司 2012 年 04 月 18 日公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可行性研

究报告》，第一年预计销售收入 11,971.03 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 16,759.44 万元，第三年及以后年销售收入 23,942.06 万元，生产期内净利润总额

1,741.94万元。因受市场推广因素影响 ，产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未能达到预计效益。 

 8、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广东安居宝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项目承诺效益：根据公司 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告的《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完成后，2012 年销售收入 2,500 万元，2013 年销售收入 3,800 万元，2014 年后 5,000 万元，累计财务净现值 6,415.00 万元。公司正处于研发、推广

新产品阶段，未能达到预计效益。 

 9、为保障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降低房地产行业政策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提升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确

立以公司原社区用户为基础投资建设移动互联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该投资项目投入进度较慢，建设期较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公司原预计的进度及

效益，同时互联网项目潜在的投资风险较高，为科学合理地使用超募资金，进一步发挥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故公司拟变更该投资项目的超募资金用途，并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对尚未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公司将根据该投资项

目的发展需要，后续将以自有资金陆续投入，本项目不再作为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8 年度未发生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31,366,555.25 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为 616,350,855.25 元。2011 年度共使用超募资金 57,350,000.00 

元，2012 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110,000,000.00 元，2013 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106,032,368.63 元，2014 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12,600,000.00 元，2015 年度使用

超募资金 272,730,805.31 元。2016 年将超募资金 202,691,926.24 元（含利息）归还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监

事会以及持续监督机构核查同意后予以披露，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余额为 260,329,607.55 元。2017年度使用超募资金 180,000,000.00 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后予以披露，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余额为 127,202,71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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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

的全部超募资金及相关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29,999,334.53 元于 2018 年 6 月已划拔至本公司银行存款一般户。  

上述 2018 年度议案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29,999,334.53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775,981,703.16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

金余额为 0.00 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18年度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公司 2018年度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 2018年度未发生对募投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进行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 2018年度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0、营销与服务体系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A、受房地产行业政策及房价的影响，公司放弃使用 1,755.68 万元用于营销网点办公场地购置的计划，同时营销网点办公场地装修的费用节约 411.58

万元。 

 B、项目原计划的营运铺底资金主要用于营销网点存货的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结余 720.30 万元。 

 C、在项目设备投入方面，展示中心设备投入结余 989.09 万元。 

 D、项目营运费用实际投入比原计划少。 

 D、项目营运费用实际投入比原计划少。 

 11、扩产至 122 万台数字化安防产品项目中的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工程保险费、预备费等其它费用结余 321.39 万元；建筑

工程中的装修支出比原计划金额节约 255.54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支出比原计划节约 263.55 万元 。该项目最终共结余金额 769.07 万元。 

 12、将结余募集资金转超募资金的计划 

 2014 年 12 月 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完工并将结余募集资金转超募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结余募

集资金 5,410.58万元及相关利息转超募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公司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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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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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实际累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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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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