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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18-125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30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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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一）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3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每股发行价

为14.9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7,375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2,467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34,90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4年12月25日全部到位，业经福建华兴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闽华兴所〔2014〕验字B-010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2015年1月8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

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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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6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等内容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将募投项目“政务云应

用平台研发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并按要求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启动2016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担任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续持续督导工

作由国金证券承接。 

2016年9月7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丰泽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

行、招商银行泉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告编号：2016-061）。 

2017年3月23日，鉴于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2017年7月10日，公司节余募集资金20,223,168.77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账户已经注销。 

（二）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8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于2018年3月向全体股东配售A股股份120,159,152股，配股价格5.50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660,875,336.00元，扣除发行费用9,716,100.8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651,159,235.15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8年3月21日全部到位，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8〕

验字H-002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2018年4月3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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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4月8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国

金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以上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

的募集资金4,500万元中的3,000万元变更为用于“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

建设项目”，其余募集资金用途不变。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2018年10月16日，公司分别与国金证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就“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重新签订了三方

监管协议。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配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8 年 9 月 30

日余额 

智慧城市（泉州

丰泽）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00833 - 50,543,112.26 

南威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分行 
79520188000241393 45,000,000.00 20,220,207.7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00715 438,755,394.30 540,772.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丰泽支行 
1408010629008100882 75,303,000.00 17,805,815.12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 
83110120420002455 94,056,000.00 50,404,440.95 

合计 653,114,394.30 139,514,348.23 

注：1、上表初始存放金额为653,114,394.3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651,159,235.15元，差额

1,955,159.15元系未支付的发行相关费用，公司已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完毕。 

2、公司配股募投项目之“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PPP项目”的建设分为两部分，其中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研发”的投资主体为公司；“以PPP等模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与

运营”的投资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合计到位

募集资金438,755,394.30元，初始全部存放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后根据募集资

金用途，公司向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用于上述募投项目增资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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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件1《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5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置换金额为3,099.49万元。本次

置换工作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事项出具

了闽华兴所（2015）鉴证字B-001号《关于南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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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置换金额 

政务云应用平台研发项目     524.86  

智慧型平安城市综合信息平台研发项目     562.54  

支持国产化的党委信息化解决方案项目     267.95  

智慧军营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升级项目     457.0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77.49  

营销网络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809.60  

合计   3,099.49  

2、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8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配股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6,046.34万元。本次置换工作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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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

闽华兴所(2018)审核字H-012号《关于南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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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置换金额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 PPP 项目  5,186.07   

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436.07   

大数据处理与开发平台项目    424.20   

合计 6,046.34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内容变更情况 

1、2014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2015年11月16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政务云应用平台

研发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福建南威软件有限

公司，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6,533.11万元以增资方式投资全资子公司福建南威

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该项目总投资额9,270.17万元不变的前提下，对项目的部分

实施内容进行调整。 

2、2018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变更情况 

2018年9月25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的实际到位募集资金

4,500万元中的3,000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4.61%）变更为用于“智慧安溪县域

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额3,019.80万元，其中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额3,000万元，不足部分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5年1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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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5年4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最高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6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8,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使用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到期并全部赎回，共取得理财收益9,096,611.24元。 

2、2018年配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8年3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且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额度可滚动使用。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使用2018年配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2018 年 9 月 30

日理财余额 
实际收益 

厦门国际银行

泉州分行 

人民币“步步为赢”结

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8/4/26 2018/5/28 -  42,666.67 

厦门国际银行

泉州分行 

人民币“利利共赢”结

构性存款 
75,000,000.00 2018/4/27 2018/10/29 75,000,000.00   

东兴证券 
东兴金鹏 50 号收益凭

证 
28,000,000.00 2018/4/27 2018/7/2 -  251,846.57 

东兴证券 
东兴金鹏 50 号收益凭

证 
42,000,000.00 2018/4/27 2018/7/2 -  377,769.86 

厦门国际银行 

泉州分行 

人民币“步步为盈”结

构性存款 
110,000,000.00 2018/4/26 2018/5/28  - 469,333.34 

厦门银行泉州

分行 
结构性存款 80,000,000.00 2018/5/9 2018/8/8 - 1,031,333.23 

合计 - 345,000,000.00 - - 75,000,000.00  2,172,949.67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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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

异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总额① 

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② 

差异金额 

（②-①） 
差异原因 

政务云应用平台研发项目 7,543.06 7,753.15 210.09 说明（1） 

智慧型平安城市综合信息

平台研发项目 
8,120.08 9,231.31 1,111.23 说明（2） 

智慧军营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升级项目 
5,068.09 3,843.69 -1,224.40 说明（3） 

支持国产化的党委信息化

解决方案项目 
3,981.02 3,938.19 -42.83 说明（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66.85 5,329.02 -137.83 说明（3） 

营销网络与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 
4,728.90 4,099.65 -629.25 说明（3） 

合计 34,908.00 34,195.01 -712.99 - 

（1）政务云应用平台研发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与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差异的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此项目； 

（2）智慧型平安城市综合信息平台研发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与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差异的主要原因系营销网络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

629.25万元及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用于此项目。 

（3）智慧军营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升级项目、支持国产化的党委信息化解决方案

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与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差异的主要

原因系公司本着节约、合理安排资金使用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

格规范采购、工程管理制度，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较好地控制

了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公司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间接压缩了

部分项目支出，使得前述项目存在节余资金。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八）前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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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发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将

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20,223,168.77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完成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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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3

《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及本报告附件4

《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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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通过建设研发团队和提高公司研发水平，从而增强公司核心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2）营销网络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通过提升公司产品与项目的附加值，增强公司对市

场的适应能力和反应速度，该项目的效益主要为公司创造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单独

核算。 

2、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PPP项目  

公司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将新兴的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关键技

术融合到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中，提升业务部署能力，积累智慧城市总包及运营经验，

将有助于公司在全国市场推广智慧城市总包及运营业务，并通过 PPP 项目的运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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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形成长期稳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有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促进公司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良好发展，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

无法单独核算。 

（2）北京运营中心项目 

北京运营中心的建设，将有利于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优秀人才，有利于公司紧

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有利于公司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效应

和行业地位，增强持续发展能力。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

单独核算。 

四、前次募集资金的节余及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1、2017年3月23日，鉴于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

毕，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首发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

至2017年7月10日，公司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共计20,223,168.77元已全部用于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账户已经注销。 

2、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660,875,336.00 

减：发行费用 9,716,100.85 

募集资金净额 651,159,235.15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项目支出金额 439,126,530.24 

减：期末未到期的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 75,000,000.00 

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的金额(含增值税) 2,172,949.67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金额 310,952.27 

减：募集资金银行手续费支出金额 2,258.62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39,514,348.23 

（二）尚未使用的原因及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1、截至2018年9月30日，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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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账户已经注销。 

2、截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包含未到期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7,500万元，公司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总额为21,451.43万

元，占配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32.94%。公司将积极推动募投项目的持续建设，严

格按照募投项目的建设规划和实施进度有序使用募集资金，确保所有募投项目按照预

定计划顺利实施完毕。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的对照 

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相符。 

附件：1、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4、2018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六、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0月22日批准报出。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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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4,908.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4,1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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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12,008.98   

2016 年：19,830.22 

2017 年：2,355.7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至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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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务云应用平

台研发项目 

政务云应用平台

研发项目 
7,543.06 7,543.06 7,753.15 7,543.06 7,543.06 7,753.15 210.09 已完工 

2 

智慧军营综合

信息管理平台

升级项目 

智慧军营综合信

息管理平台升级

项目 

5,068.09 5,068.09 3,843.69 5,068.09 5,068.09 3,843.69 -1,224.40 已完工 

3 

智慧型平安城

市综合信息平

台研发项目 

智慧型平安城市

综合信息平台研

发项目 

8,120.08 8,120.08 9,231.31 8,120.08 8,120.08 9,231.31 1,111.23 已完工 

4 
支持国产化的

党委信息化解

支持国产化的党

委信息化解决方
3,981.02 3,981.02 3,938.19 3,981.02 3,981.02 3,938.19 -42.83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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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项目 案项目 

5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5,466.85 5,466.85 5,329.02 5,466.85 5,466.85 5,329.02 -137.83 已完工 

6 

营销网络与服

务体系建设项

目 

营销网络与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 
4,728.90 4,728.90 4,099.65 4,728.90 4,728.90 4,099.65 -629.25 已完工 

合计 34,908.00 34,908.00 34,195.01 34,908.00 34,908.00 34,195.01 -712.99 - 

注：2015 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3,099.49 万元。 

 

 

 

  



13 

附件 2 

2018 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65,115.9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3,912.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3,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4.6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1-9 月：43,912.6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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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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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综合管

理 平 台 研 发 及

PPP 项目 

智慧城市综合管

理 平 台 研 发 及

PPP 项目 

43,680.02 43,680.02 38,690.40 43,680.02 43,680.02 38,690.40 -4,989.62 2019 年 6 月 

2 
电子证照共享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电子证照共享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9,405.60 9,405.60 1,525.10 9,405.60 9,405.60 1,525.10 -7,880.50 2019 年 6 月 

3 
大数据处理与开

发平台项目 

大数据处理与开

发平台项目 
7,530.30 7,530.30 3,697.16 7,530.30 7,530.30 3,697.16 -3,833.14 2019 年 6 月 

4 
北京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 

北京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 
4,500.00 1,500.00 - 4,500.00 1,500.00 - -1,500.00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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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安溪县域医

疗卫生信息一体

化建设项目 

智慧安溪县域医

疗卫生信息一体

化建设项目 

 3,000.00 -  3,000.00 - -3,000.00 2019 年 6 月 

合计 65,115.92 65,115.92 43,912.66 65,115.92 65,115.92 43,912.66 -21,203.26 - 

注：2018 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6,046.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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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4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名称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至日累 

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效益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 

1 
政务云应用平台研

发项目 

项目达产后年均增加营业收入 15,456.52 万元，年均增加

利润为 2,176.09 万元，投资净利润率为 23.47%，全部投

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2.96%，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19 年

（含 2 年建设期）。 

2,155.96 4,373.58 2,723.58 9,253.12 是 

2 
智慧军营综合信息

管理平台升级项目 

项目达产后年均增加营业收入 16,929.36 万元，年均增加

利润为 2,400.65 万元，投资净利润率为 33.96%，全部投

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6.49%，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39 年

（含 2 年建设期）。 

-198.21 464.42 -29.76 236.45 否 

3 

智慧型平安城市综

合信息平台研发项

目 

项目达产后年均增加营业收入 22,044.00 万元，年均增加

利润为 2,984.71 万元，投资净利润率为 28.10%，全部投

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3.04%，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77 年

（含 2 年建设期）。 

2,619.99 8,111.48 1,692.69 12,424.16 是 

4 

支持国产化的党委

信息化解决方案项

目 

项目达产后年均增加营业收入 9,948.05 万元，年均增加利

润为 1,241.83 万元，投资净利润率为 31.19%，全部投资

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4.06%，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42 年（含

2 年建设期）。 

-95.80 408.54 195.59 508.3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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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 
营销网络与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4,481.94 13,358.02 4,582.10 22,422.06 - 

注：1、2018 年 1-9 月实际效益根据公司经营业绩核算，未经审计；2、2015 年上述募投项目尚处于建设期，未有实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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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名称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至日累 

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效益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 

1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PPP

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项目财务评价确定计算期为 7 年，其中建

设期 2 年，经营期 5 年。项目达产后年均

增加营业收入 19,876.31 万元，年均增加

税后利润为 4,420.50 万元。经测算，项目

全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2.9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尚在建设

中，不适用 

3 大数据处理与开发平台项目 

项目财务评价确定计算期为 7 年，其中建

设期 2 年，经营期 5 年。项目达产后年均

增加营业收入 6,107.97 万元，年均增加税

后利润为 2,382.69 万元。经测算，项目全

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4.5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尚在建设

中，不适用 

4 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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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

化建设项目 

项目财务评价确定计算期为 6 年，其中建

设期 1 年，维护 5 年。经测算，项目静态

投资回收期 4.76 年，投资回报率（ROI）

8.70%，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尚在建设

中，不适用 

合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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