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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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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94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花旗”）采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33,443,103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5.78 元，共计募集资金 2,105,732,165.34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8,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087,732,165.34 元，

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

除上网发行费、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

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7,745,283.02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079,986,882.32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174 号）。 

上述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1）公司连同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花旗”）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分别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哲信”）

连同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于 2016 年 6月 12日分别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2018 年 6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

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公司存放

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专项账户（专户号码为：

18803012010090002967）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全部转存至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东方花旗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同时公司终止了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东方

花旗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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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管专户资金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浙江金科文化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

行 
1098057292000031 187,521.2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

虞支行 

33710202101201000755

51 
7,391,741.18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 
201000154912989 500,707.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 
1211022029200048208 2,381,470.6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

水支行 
8110801013101458881 17,133.84 

杭州哲信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

行 
3301040160004910561 2,407,104.27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西支行 
18803012010090002991 1,805.21 

合  计 12,887,483.94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在使用期限到期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 年 8 月 8 日，根据募投项目

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已将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中尚未归还的资金金额为 4.7 亿元。 

（二）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和变更募投项目资金用途情况 

1、关于募投项目“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设项

目”及“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公司将上述募

投项目建设周期调整至 2020 年 5 月。 

2、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

心建设项目”资金用途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2016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公司部分变更“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

道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每日科技”）100%股权，变更金额为 30,000 万元。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和剩余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61,121.5 万元，本次结项

和终止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和剩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资金 利息收入净额 

节余/剩余资金

（含利息收入净

额） 

移动游戏综合运

营平台技术升级

与渠道管理中心

建设项目 

58,576.30 17,034.69 477.32[注] 42,018.93 

收购杭州每日给

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30,000.00 27,000.00 0.00 3,000.00 

研发中心与产业

孵化基地建设项

目 

32,176.92 29,066.81 107.92 3,218.03 

支付收购杭州哲

信公司现金对价 
87,000.00 87,000.00 51.78 51.78 

发行费用 1,020.00 1,020.00 0.00 0 

合计 208,773.22 161,121.5 637.02 48,288.74 

注：“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设项目”中的利息收入净额包含收到每日科

技原股东业绩补偿款 269.22 万元。 

四、本次拟结项及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项目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拟对“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拟终止“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

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调整“收购杭州每日给

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支付方式，并将剩余未支付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 

1、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通过购置研发

场地、各类研发的硬件设备、专业软件及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等，建设高规格的专

业游戏研发中心，从而对游戏开发与游戏运营过程中的核心技术进行前瞻性研

发，强化公司的研发优势；同时建设产业孵化基地，提升公司综合运营能力，巩

固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已完成研发场地购置及装修、主要研发

设备、专业软件的购置和相关技术人才的引进，建立了研发中心、自主游戏开发

中心、运营管理中心、渠道管理中心等，具备了开展后续研发工作的开发环境及

管理环境。该项目募集资金出现节余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根据实际的市场发展

情况，本着谨慎、节约的原则，在设备和工具投资方面，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自

身情况，以实用为原则，降低了部分投资。目前，该项目的建设已基本达到了项

目的建设目标并已投入使用。 

2、该项目结项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益，本着

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根据《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发展规划及业务实际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决定将“研

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3,218.03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月为准），其中前期已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的募集资金 2,000 万元将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再

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上述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将陆续办理销户手续。注销后，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全资子公司与保

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终止的原因 

公司“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主要建

设内容为通过加大软硬件设备投入、引入专业技术人才等手段，对公司移动应用

游戏综合运营平台进行技术升级，提升公司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功能，强化公



司在移动游戏发行领域的市场地位；同时，通过引入专业渠道管理人才，对现有

渠道管理中心进行完善，特别是增强国外游戏市场的平台发布能力，从而扩展公

司渠道分布，强化公司渠道掌控能力；此外，还将通过版权购置的方式引进健康、

益智类的大型优质 IP 移动互联网游戏、休闲单机版移动游戏、动漫类 IP 游戏等，

从而得以通过优质游戏产品吸引并转化运营平台用户。 

自 2017 年 12 月，公司收购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流量平台之一及拥有全球

知名 IP“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的 Outfit7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Outfit7”）

以来，公司在移动应用的研发运营、市场营销、数据分析及广告分发能力大幅提

升，成为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之一。Outfit7 根据该 IP，研发和发行了多款在全

球范围内外极受欢迎的移动应用，诸如《会说话的汤姆猫》、《我的安吉拉》、

《汤姆猫跑酷》、《Talking Tom Hero Dash》（中文名为《汤姆猫炫跑》）等亲

子互动移动应用产品，并与 App Store、Facebook 和 Google Play 等平台进行运营

合作，与数十家营销服务商进行对接合作，包括 Applovin、Google、Twitter、Smaato

等知名广告服务商。同时，Outfit7 还拥有《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动画片，

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放。自收购完成后，在国内外团队的协同合作下，

IP 系列移动应用的用户数量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移动互联网新兴国家和地

区实现了快速增长，系列动画片陆续上线国内主流视频平台、有线电视、IPTV

等播放渠道，进一步扩大了“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的全球知名度。截至目

前，“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系列移动应用全球累计下载量超 100 亿次，月

活跃用户数超 3.7 亿；系列动画片全网累计点击量已超 400 亿次，其中中国区的

累计观看量超过 190 亿次。基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的全球知名度与影

响力，公司制定了全栖 IP 生态运营商战略，即在做好原广告分发业务的同时，

依托公司自身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及庞大的用户流量，从线上的亲子互动

类移动互联网应用产品、系列动画片，到线下的衍生品、亲子乐园等业务拓展，

形成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互联网文化产业生态链。鉴于此，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积极推动公司业务健康发展，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出发，经公司审慎考虑，拟终止实施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该项目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资金流动性，提升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

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决定将“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

设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42,018.93 万元及其后续产生的利息于股东大会通过审

议后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月为准），其中

前期已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的募集资金 42,000 万元将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上述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将

不再使用，公司将陆续办理销户手续。注销后，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全资

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3、终止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是根

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慎重决策，不会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降低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根据最新市场环境、技术需求

及公司未来规划合理运用资金，为公司实现当前发展和未来布局助力，从而提高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更好地为股东创造价值。 

（三）收购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1、调整支付方式的原因 

根据公司与每日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公司对每日科技剩余

股权转让款支付时点为每日科技 2019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后，根据

协议约定在满足支付条件后的约定期限内支付。公司从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

周期及资金使用效率考虑，届时拟以自有资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2、调整后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以上原因，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

拟将“收购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的剩余以募集资金待支

付的股权转让款 3,000 万元及其后续产生的利息于股东大会通过审议后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月为准），其中前期已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的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将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再归还至

募集资金账户。上述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

将陆续办理销户手续。注销后，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全资子公司与保荐机

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支付方式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不会

影响相关项目的后续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1、《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进

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是根据项

目实施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上市规则》、《规范运运作指引》及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项

目建设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及其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终止“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

理中心建设项目”及调整“收购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股

权转让款以自有资金支付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是公司根

据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从资金使用效率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从而促进公司业务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变更上述项目募集

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结项，

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降低

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2、《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终止“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

中心建设项目”及调整“收购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股权

转让款以自有资金支付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是公司根据

业务开展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

规则》、《规范运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上述项目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时，同意董事会将上述事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1、《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将“研发中心与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上市规

则》、《规范运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对该

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即终止“移动游戏综合

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及调整“收购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股权转让款以自有资金支付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上市规则》、《规范运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事项，并

同意董事会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系上市公司根据项目

实施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意见，并将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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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本独立

财务顾问对公司实施上述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