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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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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或“用友网络”）特将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报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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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年 6月 8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1172

号文《关于核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用友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0,220,440 股人民币普通股。本公司

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3,484,602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30.85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49,999,971.7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后的人民币 1,616,999,971.70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18日分别存入本公司开立在北京银行展览

路支行（账号： 20000001770800006716417）、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账号

77010122000511967）、中信银行北京海淀支行（账号：8110701013200119045）、

华夏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账号：10240000000241571）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北京金融街支行 ( 以下简称 “ 浦发银 行北京金融街支 行 ”)（账号 ：

91060154700005117）的人民币账户中，存入金额分别为：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入账日期 人民币金额（元） 

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 20000001770800006716417 2015/8/18 450,000,00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77010122000511967 2015/8/18 220,000,000.00 

中信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8110701013200119045 2015/8/18 346,999,971.70 

华夏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 10240000000241571 2015/8/18 300,000,000.00 

浦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91060154700005117 2015/8/18 300,000,000.00 

合计  

 

1,616,999,9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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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金已经到位，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中喜验字（2015）第 0365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此外，用友网络累计发生 85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

销费用、保荐费用及用友网络累计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净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616,149,971.70 元。 

(二)2018年度募集资金专户的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元 

时 间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2015 年 8 月 18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616,999,972 

减：募集项目使用（2015 年度使用情况） 175,903,608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000 

购买理财产品（2015 年度购买情况） 740,000,000 

加：2015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2,545,545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03,641,909 

减：募集项目使用（2016 年度使用情况） 100,439,569 

上年已投入未划转本期划出 76,379,225 

上年其他发行费用本期划出 850,000 

购买理财产品（2016 年度购买情况） 800,000,000 

加：2016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6,476,490 

理财产品赎回金额（2016 年度赎回情况） 1,560,996,068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93,445,673 

减：募集项目使用（2017 年度使用情况） 371,413,530 

上年已投入未划转本期划出 209,287,249 

购买理财产品（2017 年度购买情况） 1,350,000,000 

加：2017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3,162,310 

理财产品赎回金额（2017 年度赎回情况） 1,367,008,376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32,915,580 

减：募集项目使用（2018 年度使用情况）（注 1） 315,74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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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已投入未划转本期划出 1,490,966 

购买理财产品（2018 年度购买情况） 350,000,000 

加：2018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1,018,891 

理财产品赎回金额（2018 年度赎回情况） 362,166,929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2） 128,868,114 

 

注 1：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公司已投入“用友企业互联网服务项目”、

“用友企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用友智能制造服务平台项目” 

316,917,691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划出 315,742,320 元，剩余 1,175,371

元尚未从专户划出。 

注 2：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中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产

品收益共计 30,323,390 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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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订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管理及使用情况监督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便于募集资金项目管理，公司分别在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宁波银行北京

分行、中信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华夏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以及浦发银行北京金融

街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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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其它有关法律的规定，2015年8月27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述五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临2015-054）。截至本报告期末，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了相关职责。 

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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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司增加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企业互联网服务项目”的实施主体之

一，并以募集资金1亿元人民币对其进行增资。2017年1月18日，用友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优普已就募集资金增资优普事宜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公告编号：

临2017-008）。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优普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 

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 20000001770800006716417 37,192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77010122000511967 624 

中信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8110701013200119045 14,979 

华夏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 10240000000241571 128,815,285 

浦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91060154700005117 34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699009504 - 

合计 128,868,114 

三、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551,831,838元，其中2018年

度使用募集资金316,917,691元（详细使用情况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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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召开的2014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于2014年12月19日召开的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于

2015年5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修订稿）》，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自筹资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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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期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截至2015年8月17日，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53,649,288元。 

2015年9月21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以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与公司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153,649,288

元进行置换。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5)专字第60469423_A02号《对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8月17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的鉴证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述款项已用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的情

况。公司将募投项目“偿还银行贷款”户中产生的利息收入人民币58,080元投入 

用友智能制造服务平台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第十九

条，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

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上市公司应在董事会会议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本

所并公告。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万或者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额5%的，可以免于履行前款程序。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5年9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11.5亿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或办理银行定期

存款，期限不得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

滚动使用投资额度。2016年9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延长使用不超过8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或办

理银行定期存款，期限不得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

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2017年9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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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能够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为前提条件的方式

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不得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2018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不

超过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能够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为前提条件的方

式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不得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6个月，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

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相关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日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率 理财本金 
是否已到

期赎回 

理财 

收益 

宁波银行北京分

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5/9/24 2015/9/24 2016/3/24 3.40% 60,000,000 是 864,328.77 

华夏银行北京媒

体村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15/9/24 2015/9/24 2016/3/24 3.20% 150,000,000 是 2,393,424.65 

北京银行展览路

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理财 
2015/9/24 2015/9/25 2016/3/25 3.30% 160,000,000 是 2,632,767.12 

中信银行北京海

淀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5/9/24 2015/9/25 2016/3/24 3.25% 70,000,000 是 1,128,150.69 

浦发银行北京金

融街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15/9/24 2015/9/25 2016/3/25 3.50% 100,000,000 是 1,750,000.00 

光大银行北京天

宁寺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15/9/25 2015/9/25 2016/3/25 3.40% 100,000,000 是 1,700,000.00 

北京银行展览路

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理财 
2015/11/16 2015/11/16 2016/2/16 3.50% 100,000,000 是 882,191.78 

北京银行展览路

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理财 
2016/7/22 2016/7/25 2016/10/18 3.10% 300,000,000 是 2,165,753 

包商银行中关村

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理财 
2016/7/22 2016/7/25 2016/12/28 3.50% 500,000,000 是 7,479,452 

包商银行北京中

关村支行 

保本保证收

益型理财 
2017/2/21 2017/2/21 

2017/8/30 

（提前赎回） 
3.80% 400,000,000 是 5,151,688.89 

珠海华润银行深

圳科技园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7/2/22 2017/2/22 2017/8/30 3.85% 200,000,000 是 3,987,123.29 

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分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7/6/29 2017/6/29 2017/8/28 5.15% 200,000,000 是 1,716,666.66 

包商银行北京中

关村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7/7/6 2017/7/6 2017/8/28 5.20% 200,000,000 是 1,588,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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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日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率 理财本金 
是否已到

期赎回 

理财 

收益 

包商银行北京中

关村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7/9/19 2017/9/19 2017/12/19 5.20% 350,000,000 是 4,563,953.42 

包商银行北京中

关村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 
2018/1/19 2018/1/19 2018/11/09 5.40% 350,000,000 是 12,166,929.08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7 年 8 月 4 日公司

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考虑到目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环境和当下公司发展战略的重点，

为避免募集资金长期闲置，尽早发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从全体股东利益

出发，经慎重研究决定，一致同意将“用友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平台项目”的剩

余募集资金 293,482,405 元投入“用友智能制造服务平台项目”。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请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做到了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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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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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16,149,972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分别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552,282,833 309,726,818 372,904,496 316,917,6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3,482,40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51,831,8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8.16%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2015年度投

入金额 

2016年度投

入金额 

2017年度投

入金额 

2018 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

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

额(3)＝(2)-(1)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投入

进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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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用友企业互联网服

务项目 
否 670,000,000 636,149,972 636,149,972 131,646,872 242,976,742 226,368,067 57,823,506 658,815,187 22,665,215 103.56% 2018 年 8 月 77,527,240 是 否 

用友企业互联网公

共服务平台项目 
否 380,000,000 380,000,000 380,000,000 120,635,961 62,834,059 121,767,768 85,090,136 390,327,924 10,327,924 102.72% 2018 年 8 月 49,876,597 是 否 

用友互联网金融数

据服务平台项目 
是 300,000,000 300,000,000 6,517,595 - 3,916,017 2,601,578 - 6,517,595 - 100.00% - - - 是 

用友互联网金融数

据服务平台项目 

用友智能

制造服务

平台项目 

- - 293,482,405 - - 22,167,083 174,004,049 196,171,132 -97,311,273 66.84%  2019 年 8 月 - -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 - - 300,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650,000,000 1,616,149,972 1,616,149,972 552,282,833 309,726,818 372,904,496 316,917,691 1,551,831,838 -64,318,134 96.0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7 年 8 月 4 日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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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将用友企业互联网服务项目、用友企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延期一年。自 2014 年起，公司处于从管理软件公司向社会级商业应用

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转型的关键期，公司战略加强对云服务业务的投入，但由于企业客户全面接受全新模式的产品与服务需要过渡期和公司自身业务转型需要

时间，以及新业务发展较为复杂，为降低新业务发展的风险，保持业务稳定过渡，确保战略实施的可控性，公司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在业务投入和募集资金

使用上坚持审慎原则，导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比规划进度稍有落后，需要延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7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7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考虑到目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环境和当下公司发展战略的重点，为避免募集资金长期闲置，尽早发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从全体股东利益

出发，经慎重研究决定，一致同意将“用友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平台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93,482,405 元投入“用友智能制造服务平台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9 月 21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以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与公司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 153,649,288 元进行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用友企业互联网服务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 22,665,215 元，系募集资金孳息所支付的项目款项； 

用友企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 10,327,924 元，系募集资金孳息所支付的项目款项。 

注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616,149,971.70 元，较原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减少 33,850,028.30 元，为此公司决定将用友企业互联网服务项目投资

总额由 670,000,000 元调整为 636,149,971.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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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2018 年度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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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智能

制造服务

平台项目 

用友互联

网金融数

据服务平

台项目 

293,482,405 293,482,405 174,004,049 196,171,132 66.84% 2019 年 8 月 - - 否 

合计 
 

293,482,405 293,482,405 174,004,049 196,171,132 66.8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 

2017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7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考虑到目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环境和当下公司发展战略的重点，为避免募集资金长期闲置，尽早发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经慎重研究决定，一致同意将“用友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平台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93,482,405 元投入“用友智能制造服务平台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