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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2458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9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46,680,497股，每股价格人民币38.56元。截至2015年11

月25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612.67万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177,387.33万元。 

截至2015年11月25日，募集资金177,387.33万元已全部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开设的11050161510000000056账号内。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

110ZC00582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60,649.91万元，以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2,000.00万元，项目投资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详见附表1。

本次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11,379.08万元，期

末募集资金未使用余额为76,116.50万元。扣除以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理财户余额合计为46,116.50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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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建设银行北太平庄支行 11050161510000000056 募资专用账户  861,115.99  

民生银行上地支行 698880005 募资专用账户  338,790.12  

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8110701014100313184 募资专用账户  12,345,727.4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91050154740006212 募资专用账户  6,326,228.64  

建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11050161510000000088 募资专用账户 -- 

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8110701012900455099 募资专用账户  64,223.85  

上海浦发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91050154800010217 募资专用账户  15,003,148.24  

浦发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91050154800010410 募资专用账户 -- 

建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11050161510000000084 募资专用账户  9,560,287.44  

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8110701014100302428 募资专用账户  9,368,380.43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77010122000780594 募资专用账户  103,099,865.32  

建设银行中关村软件园支行  11050188380000002486  募资专用账户  4,125,311.99  

天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11050188380000002293 募资专用账户 71,887.24 

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20000001997600011601080 理财户  100,000,000.00  

中信银行安贞支行  8110701014701300607 理财户  150,000,000.00  

廊坊银行永清支行 601125020000000249 理财户 50,000,000.00 

合  计  461,164,966.71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理财利息11,387.1089万元，

已扣除手续费8.0301万元。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年3月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8]456号）核准，

同意本公司向千方集团发行137,336,276股股份、向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发行61,891,206股股份、向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49,437,816股股份、向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49,437,816股股份、

向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13,885,302股股份、向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8,752,372股股份、向屈山发行7,573,477股股份、向张兴明发行10,097,970股股份、

向张鹏国发行13,884,511股股份、向王兴安发行1,851,347股股份、向林凯发行1,85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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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向王玉波发行1,851,347股股份、向刘常康发行1,430,532股股份、向闫夏卿发

行1,430,532股股份、向李林发行1,430,532股股份、向张浙亮发行1,093,960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截至2018年3月23日，本公司已按照11.94元/股的价格向千方集团等16位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份363,236,343股购买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智科技”）

92.0435%的股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33,704.20万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致同验字（2018）第110ZA0090号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1。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177,387.33万元，实际投资

54,060.86万元，实际投资总额低于承诺的原因如下： 

（1）公司原拟实施智能公交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扩大公司在智能交通服

务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在城市交通信息化应用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截至2018年底，公司已实现上海、安徽、山东、内蒙古、云南、河南等多个

省市公交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的开展。近年来，公交综合信息服务市场格局趋

于稳定，市场资源相对固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媒体广告业态的冲击下，当前该业务

开展的盈利模式中，涉及城市户外公交媒体广告运营的市场受到了一定冲击，该部

分业务营收增长相对放缓。同时，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对预期收益水平

不高的项目采取审慎态度。因此，公交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目的实施进度未达到

预期，且预计未来投资额低于原计划。 

（2）公司原拟实施智能停车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扩大公司在智能交通服

务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在城市交通信息化应用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公司通过整合交通领域各方资源，目前业务拓展涵盖了城市级静态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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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停车场投资、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后汽车服务应用场景开发等。通过

停车场长期经营权租赁、BOT、停车资产产权收购等方式，开展信息服务与运营。

典型案例包括：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项目，经过停车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信息化

手段和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实现智慧化、规范化的统一管理，提升用户体验；立体

停车项目包括：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北京同仁医院、柳芳桥等；首开益点通、天

津市静态交通信息中心等项目。近年来，公司就智能停车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业务

发展战略进行了规划布局与调整，依托轻资产的运营模式，聚焦城市级停车服务云

平台的建设与打造，其业务合作模式也从原有的自行开发停车资源投资建设变更为

合作投资、建设和运营方式。以此方式开展的经营，其资金使用需求较前期业务开

展模式相比，有所放缓和减少。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对预期收益水平不

高的项目采取审慎态度。因此，公交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目的实施进度未达到预

期，且预计未来投资额低于原计划。 

（3）公司原拟实施出租车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目，扩大公司在智能交通服务

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在城市交通信息化应用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公司通过建设城市出租车信息服务管理平台，提升出租车信息化管理水平；建

设网络预约车出行信息服务和网约车监管平台，使网约车行业服务在有序的监管下

良性发展；通过出租车媒体运管和出行综合服务运营形成行业管理、服务、创新和

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有效挖掘出租车运营潜力，促进出租车行业创新、转型和升

级；截至2018年底，公司已在秦皇岛、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郑州、洛阳、阜阳、

淮南等10余个城市开展出租车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

等技术对出行领域的深刻改变，传统出租车行业受到一定冲击，各城市出租车数量

的增长相对放缓，包括电召服务等系统在内的信息化建设需求相应减少，出租车综

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目的市场需求有所下降。同时，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公

司对预期收益水平不高的项目采取审慎态度。因此，出租车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

目的实施进度未达到预期，且预计未来投资额低于原计划。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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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行股份未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均用于购买交智科技92.0435%的股

权，详见附表3。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项目变更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2016年3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将原实施地点的北京、上海、重庆、阜阳、昆明、

郑州、洛阳、乌鲁木齐、潍坊、唐山以及秦皇岛11个城市以及新增或调整的城市统

归为三类城市进行管理：第一类城市：直辖市，第二类城市：省会城市，第三类城

市：其他。该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4月6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 

（1）2017年7月25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中包含的“智能停车综合信息

服务及运营”项目总投资额81,000万元中的19,000万元变更为支付总部基地停车场经

营权的租金总额。该事项已经公司2017年8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2018年8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中包含的“出租车综合信息服务及

运营”项目投资募集资金金额18,750.00万元中的13,178.10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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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16.89%股权。该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9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3、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8年11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

营项目”中的“智能公交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52,000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该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12月17日召开

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未发生变更。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临时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1、使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2015年12月17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00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2016年6月2日、2016年11月7日分别将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2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

超过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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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3月2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30,00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

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该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3月12日

收回。 

2、使用临时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1）2016年12月14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8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相关决

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

使用。 

（2）2017年10月19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相关决议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

用。 

（3）2018年8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具有合

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类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有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中信银行安

贞支行、廊坊银行永清支行购买理财产品总计30,000.00万元，理财期限为90天到97

天。其余尚未使用的募资金在专户存储。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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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行股份未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均用于购买交智科技92.0435%的股

权，不存在临时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总额为177,387.33万元，本公司累计

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 60,649.91万元，以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2,000.00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12,649.91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64,737.42万元。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占总募集资金的比例为36.49%。 

尚未使用的原因主要是原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项目市场需求下降，收入增长放缓，

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对预期收益水平不高的项目采取审慎态度。因此，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不达预期，且预计未来投资额低于原计划。详见

本报告“二、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剩余资金 使用计划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31,887.56 
随着项目继续建设及应付款到期

结算，募集资金将投入完毕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26,260.81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购买杭

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 4.6798%的

少数股东股权 
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捷通投资控制

的甘肃紫光 16.89%股权 
6,589.05 

随着应付股权转让款到期结算，

募集资金将投入完毕 

合计 64,737.42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此次发行股份未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均用于购买交智科技92.0435%的股

权，不存在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实现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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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现收益情况详见附

表2。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实现收益情况详见附表4。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8]456号）核准，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363,236,343股，向交智科技股东购买其持有的交智科

技92.0435%股权。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1.94元，本公司于2018

年3月已收到千方集团等16位交易对方投入的价值为433,704.20万元的交智科技

92.0435%股权。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未募集配套资金。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及所发行股份登记情况 

1、2018年3月23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

交智科技的股东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7YX6A2T），本次重组涉及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2、2018年3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受理本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为363,236,343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363,236,343股），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

式列入千方科技股东名册。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24,722.63 517,581.27 550,820.85 

 负债总额  164,111.33 96,393.83 136,525.59 

 净资产  460,611.30 421,187.44 414,2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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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后，标的资产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变

化。 

（四）效益贡献情况 

本公司前述交易于2018年3月实施完成，效益承诺正在履行。交智科技2018年效

益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 年度合计 2018 年 4-12 月 2018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07,183.95 340,390.77 66,793.18 

 净利润  46,066.73 39,174.55 6,892.18 

（五）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交易对方千方集团、

宇昆投资、宇仑投资、慧通联合、屈山、张兴明、张鹏国、王兴安、林凯、王玉波、

刘常康、闫夏卿、李林和张浙亮作为业绩承诺人承诺，交智科技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2,300 万元、40,400 万元、50,400 万元

及 60,400 万元；据此测算交智科技公司截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累计承诺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分别为 32,300 万元、72,700 万元、123,100 万元、

183,500 万元。同时各方确认，若未来上市公司筹划、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导致交

智科技和/或宇视科技分摊了额外的管理费用所产生的影响，将从业绩承诺中相应剔

除，因此交易对手方实际承诺的业绩金额是以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的归母净利润计

算。 

交智科技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36,796.90 万元；2018 年度实现

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43,933.34 万元，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为 44,160.04 万元。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累计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实现的扣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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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母净利润为 80,956.94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一）2015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投入时间 
信息披露累计投

资金额 
实际累计投资

金额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

目 

2016 年度 18,288.43 18,288.43 

2017 年度 24,955.05 24,955.05 

2018 年度 10,817.38 10,817.38 

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捷通投

资控制的甘肃紫光 16.89%股权 
2018 年度 6,589.05 6,589.0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度 52,000.00 52,000.00 

合计 

2016 年度 18,288.43 18,288.43 

2017 年度 24,955.05 24,955.05 

2018 年度 69,406.63 69,406.43 

（二）2018年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年3月，本公司披露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2018年4月，本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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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年11月发行 

附表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年11月发行 

附表3、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年3月发行 

附表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8年3月发行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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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 11 月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7,387.3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2,649.9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5,178.10  2016 年度 18,288.4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6.74% 2017 年度 24,955.05 

   2018 年度 69,406.4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1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

服务及运营项目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

及运营项目 
177,387.33 112,209.23  54,060.86  177,387.33 112,209.23  54,060.86  58,148.37  （注 1） 

2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

服务及运营项目 

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紫

光捷通投资控制的甘肃

紫光 16.89%股权 
-- 13,178.10  6,589.05  -- 13,178.10  6,589.05  6,589.05  2018 年 8 月（注 2） 

3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

服务及运营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52,000.00  52,000.00  -- 52,000.00  52,000.00  -- 不适用（注 3） 

合计 — — 177,387.33  177,387.33  112,649.91  177,387.33  177,387.33  112,649.91  64,737.42  — 

注 1、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项目市场需求下降，收入增长放缓，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对预期收益水平不高的项目采取审慎态度。因此，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的实施进度不达预期。 

注 2、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中包含的“出租车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投资募集资金金额 18,750.00 万元中的 13,178.10 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甘肃紫光）少数股东 16.89%股权，并于 2018 年 8 月办理相关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注 3、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中的“智能公交综合信息服务与

运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52,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故不适用项目达到预定已使用状态。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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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 年 11 月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

服务及运营项目 
不适用 

项目完成后预期的

税后收益率为
13.40% 

-- -- 755.30  755.30  否（注 1） 

2 

收购公司全资子公

司紫光捷通投资控

制的甘肃紫光

16.89%股权 

不适用 未承诺效益 -- -- 697.57 697.57  不适用（注 2） 

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合计 — — -- -- -- 1,452.87  1,452.87  — 

注 1、公司已在部分城市实施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并已运营，该项目预期的税后收益率为 13.40%，但由于市场规模下降、业务增速放缓，

因此募投资金实际收益率未达到预期。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对预期收益水平不高的项目采取审慎态度。因此，部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

运营项目不再实施，因此项目实施进度未达到预期。 

注 2、上表中 2018 年度收益 697.57 万元，是按甘肃紫光 2018 年 8-12 月的净利润乘以本次收购的少数股东股权 16.89%计算得出。本次股权收购未对被收

购项目的收益进行承诺。 

注 3、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城市综合

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中的“智能公交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52,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故不适用效益完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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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 年 3 月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3,704.2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33,704.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8 年度 433,704.2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购买杭州交智科

技有限公司

92.0435%的股权 

购买杭州交智

科技有限公司

92.0435%的股权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 2018 年 3 月（注 1） 

合计 — —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433,704.20  --  — 

注 1、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用于购买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 92.0435%的股权。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 92.0435%的股权已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所发行的股份已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登记。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16 

附表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8 年 3 月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 
购买杭州交智科

技有限公司

92.0435%的股权 
不适用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承诺

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的扣

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2,300 万元、40,400 万元、

50,400 万元及 60,400 万元 

-- -- 36,057.63  36,057.63  是（注 1、注 2） 

合计 — — -- -- -- 36,057.63  36,057.63  —  

注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交智科技 92.0435%的股权的相关工作已于 2018 年 3 月底完成，交智科技 2018 年 4-12 月实现净利润为 39,174.55 万元，乘以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交智科技的股权比例 92.0435%，计算 4-12 月募集资金产生的实际收益为 36,057.63 万元。 

注 2、交智科技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36,796.90 万元； 2018 年度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43,933.34 万元，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实现的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44,160.04 万元。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累计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80,956.94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