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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19）第 351ZA0020号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基软件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榕基软件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

的基础上对榕基软件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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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2018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

我们结合榕基软件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

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榕基软件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本鉴证报告仅供榕基软件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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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

本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8月11日证监许可［2010］1099号文《关于

核准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采用网

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2,6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37.00元。截至2010年9月6日，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96,2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633.68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90,566.32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正

信验（2010）综字第020115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90,566.32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

资金累计投入71,989.20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30,016.91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8,577.12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11,439.79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8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2,212.17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

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32,266.81万元。 

（2）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榕基“易贸”商务平台项目 

2018年度，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9.13万元投资建设榕基“易贸”商务平台项

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超募资金累计投资建设榕基“易贸”商务平台

项目1,185.58万元。 

（3）超募资金投资建设VR体验馆项目 

2018年度，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10.47万元投资建设VR体验馆项目。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超募资金累计投资建设VR体验馆项目780.61万元。 

综上，2018年度募集资金投入2,891.77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74,880.97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28,125.47万元（其中包含利息及理财收益

净收入12,440.12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08年1月20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

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2010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本）对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严

格的规定。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于2010年9月29日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铜盘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三山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福州分行、厦门国际

银行福州鼓楼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上述开户银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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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31日，本公司子公司榕基软件（北京）五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开户银行开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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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2日，本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金水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上述开户银行开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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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7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决定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东街支行新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原保存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铜盘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息余额全部转存至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同时注

销原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铜盘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东街支行、保荐机构及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本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与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东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开户银行开

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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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本公司子公司北京中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东花市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三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

上述三家开户银行各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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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11日，本公司以超募资金10,500.00万元投资成立福建榕易付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新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将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保荐机构及时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8月23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新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7

年9月15日，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一个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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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8日，本公司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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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存储于厦门国际银行福州

分行鼓楼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专户账号：8007100000000265）中的8,000.00万元超

募资金转存至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东街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专户账号：

1503014210006322）。2018年12月3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开设一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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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等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公司

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

募集资金的时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

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未发现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福州冶山

支行 
13110301040007253 募集资金专户 2,065,474.08 

交通银行福州市三山支

行 
351008020018170053635 募集资金专户 3,532,809.10 

厦门国际银行福州鼓楼

支行 
8007100000000265 募集资金专户 3,918,992.75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屏山

支行 
591902176610501 募集资金专户 1,519,520.82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东街

支行 
1503014210006322 募集资金专户 8,425,149.21 

招商银行中关村支行 110907678410402 募集资金专户 3,537,871.65 

招商银行中关村支行 11090767848000037 
募集资金专户--

定存 
5,512,716.89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

村支行 
8016100000000235 募集资金专户 2,830,940.8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

陇海路支行 
76120154800002939 募集资金专户 9,123,975.20 

广发银行郑州金水路支

行 
131041512010015705 募集资金专户 41,584.48 

厦门国际银行福州鼓楼

支行 
8007100000001555 募集资金专户 745,651.88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福州市冶

山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16,000,000.00 

交通银行福州市三山支

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40,00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福州鼓楼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20,000,000.00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屏山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21,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东街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80,000,000.00 

招商银行中关村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0.00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

村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55,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

陇海路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0.00 

厦门国际银行福州鼓楼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理财 
8,000,000.00 

合  计   281,254,686.88 

注：部分理财专户无银行账号。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12,440.12万元

（其中2018年度利息收入1,000.33万元），已扣除手续费2.71万元（其中2018年度

手续费0.29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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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

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附表：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566.3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91.7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880.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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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新一代电子政务应用

平台 
是  8,224.43    8,224.43  200.55  7,035.61  85.55 2012年 9月  1,682.06  否 否 

2、信息安全风险综合管

理系统 
是  7,799.08    7,799.08  2,000.00  7,280.17  93.35 2012年 9月   186.96  否 否 

3、质检三电工程企业端

软件运维服务平台 
是 10,903.06   10,903.06      9,857.53  90.41 2012年 9月  2,185.23  否 否 

4、协同管理软件平台 是 8,938.89    8,938.89      6,036.28  67.53 2012年 9月  1,463.41  否 否 

5、技术研发与创新中心 是  4,288.62    4,288.62   11.62     2,057.22  47.97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0,154.08    40,154.08  2,212.17  32,266.81     80.36      5,517.66      

超募资金投向                     



 

 

1、投资设立子公司 是 18,500.00    18,500.00      12,647.97     68.37          

2、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100.00          

3、榕基“易贸”商务平

台 
   3,500.00    3,500.00    69.13    1,185.58  33.87         

4、VR体验馆项目    1,500.00   1,500.00  610.47 780.61 52.04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51,500.00   51,500.00   679.60   42,614.16     82.75          

合计 — 91,654.08  91,654.08   2,891.77  74,880.97  — — 5,517.6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为了应对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和技术发展需要，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产品

升级换代，适当延长研发期间；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整体达产，其规模效应还未充分发挥，

虽然销售出现了一定程度增长，却未完全达到预期。基于上述原因，2018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

成的现有效益未能完全达到招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整体完成后的预期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2018年，北京中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榕基“易贸”商务平台项目支出 69.13万

元；榕基五一（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 VR体验馆项目支出 610.47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2018年，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75,200.00万元，榕

基五一（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600万元，北京中榕基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6,500.00万元，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590.00万元，福州榕易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累

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4,8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