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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闽华兴所(2018)审核字 I-013号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软

件）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

行了鉴证。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博思软件董事

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博思软件董事会编制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的鉴证工作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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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的。该准则要求我们

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重新计算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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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博思软件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允反映了博思软件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博思软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时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郑丽惠 

  中国注册会计师：桂后圆 

中国福州市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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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将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6月29日以证监许可[2016]1457号文《关于核

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核准公开发行不超过

1,71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68元。截至2016年7月21

日止，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199,728,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0,81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68,918,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福建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6）验字N-002号《验

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行营业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台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三）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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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与余额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① 168,918,000.00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以及银行利息收入② 1,670,789.13  

募投项目支付③ 143,489,153.83  

手续费④ 5,302.68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⑤=①+②-③-④ 27,094,332.62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期末结余募
集资金 

结余总额⑥ 30,776,332.62  

其中：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台江支行                              

697931115 
8,500,443.35 

兴 业 银 行 总 行 营 业 部

117010100100217600 
5,527,751.8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591902192410303 
16,748,137.42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⑤-⑥ -3,682,000.00  

期末募集资金使用应有余额与实际募集资金账户结存的差额系前期公司以自有资金

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尚未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2017年8月2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第十三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投资结构，调整投资进度的议案》，本公司

决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其具体情况如下： 

1、非税收入管理及公共缴费服务平台项目 

变更本项目的实施方式和投资结构，减少对软硬件的建设投入2,864.29万元，变更

为实施费用的投入，变更实施方式后本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计8,322.94万元。 

2、运维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变更本项目的实施方式和投资结构，减少对软硬件场地的建设投入1,921.70万元，

变更为项目实施费用的投入，变更实施方式后本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计4,431.26万元。 

3、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变更本项目的实施方式和投资结构，减少对软硬件的采购投入564.80万元，增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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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建设的投入453.87万元，变更实施方式后本项目的投资总额减少110.93万元，

总投资额计2,168.77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2018年6月30日，非税收入管理及公共缴费服务平台项目、运维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的差异分别为：1,590.62万元、514.02万元、469.29万元、0.12万元。 

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从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确保项

目质量及顺利建设的前提下，严控各项支出，合理降低了项目的建设成本，节约了部分

募集资金。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投入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

43,623,104.00元预先支付了有关项目的所需投入。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闽华兴所（2016）鉴证字N-001号）；国金证券出

具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发布的《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银行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

性存款、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等）。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

型产品：①招商银行CFZ00241结构性存款3,800.00万元（2017.5.12-2017.8.11），

CFZ00303结构性存款3,000.00万元（2017.8.24-2017.11.24）②兴业银行金融结构性存

款 1,500.00 万 元 （ 2017.5.12-2017.8.10 ） ， 金 融 结 构 性 存 款 1,500.00 万 元

（ 2017.8.24-2017.11.22 ） ，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结 构 性 存 款 500.00 万 元

（ 2017.08.24-2017.09.23）③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500.00万元

（2017.5.12-2017.8.11），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500.00万元（2017.8.24-2017.11.2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根据前述决议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已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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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

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有保

本约定的投资产品等）。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根据前述决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

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旨在提高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研发效率，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进而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性能更稳定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无法单独核算效

益。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

明。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运维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累计实现

效益为132.46万元，承诺效益为6,369.39万元（其中2018年1-6月的承诺效益金额按全年

的承诺效益金额的一半计算），累计实现效益占承诺效益金额的比例为2.08%并低于20%，

其原因为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该募投项目处于建设期，尚未达产，同时由于人员薪酬

与当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相比，涨幅较大，因此募投项目未达预期效益。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认购股份情况。 

五、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

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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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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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891.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4,348.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8年 1-6月：                3,494.59 

2017年度：                    5,485.79 

2016年度（含置换）：          5,3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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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税收入管理

及公共缴费服

务平台项目 

非税收入管理

及公共缴费服

务平台项目 

8,322.94 8,322.94 6,732.32 8,322.94 8,322.94 6,732.32 1,590.62  2018年 6 月 30 日 

2 
运维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 

运维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 
4,431.26 4,431.26 3,917.24 4,431.26 4,431.26 3,917.24 514.02  2018年 6 月 30 日 

3 
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 

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 
2,279.70 2,168.77 1,699.48 2,279.70 2,168.77 1,699.48 469.29  2018年 6 月 30 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2,000.00 1,999.88 2,000.00 2,000.00 1,999.88 0.12  2018年 6 月 30 日 

 合计  17,033.90 16,922.97 14,348.92 17,033.90 16,922.97 14,348.92 2,5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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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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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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6

月 

1 

非税收入管理

及公共缴费服

务平台项目 

不适用 2,622.60  2,833.83  2,954.95  3,159.87  781.44 2,266.99 2,432.30 394.49 6,343.85 否（注） 

2 
运维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 
不适用 1,383.25 2,210.13 2,878.13 3,225.40 -150.45 273.26 347.71 -416.91 132.46 否（注） 

3 
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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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非税收入管理及公共缴费服务平台项目和运维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在建设中未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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