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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发股份”、“公司”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

荐机构”）对华发股份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

核查，核查情况与核查意见如下： 

一、证券发行上市及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第

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珠海华发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55 号）核准，华发

股份向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等 9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200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 12.25 元，募集资金总额 431,2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8,499.35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22,700.65 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

“大华验字[2015]001160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

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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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

变更、监督和管理等进行了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修改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已分别与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桂花岗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园湖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储于上述银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内。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资金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资金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一）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5 年 11 月 25 日，华发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27,882.22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二）募集资金投入及实际使用情况 

2015 年 11 月 25 日，华发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向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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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5 家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分步增资。 

本年度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见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

本，华发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八十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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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7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

还金额为 169,999.94 万元。 

2016 年 11 月 22 日，华发股份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7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

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

本，华发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 1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 6 个月。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暂未归还金额为 130,000.00 万元。 

2017 年 5 月 22 日，华发股份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3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

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7 年 5 月 23 日，华发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 亿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事宜，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

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2017 年 11 月 22 日，华发股份已将上述 70,000 万元全部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事宜，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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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 11 月 22 日，华发股份已将上述 5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

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

还金额 45,000 万元。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情况 

2015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八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

不超过 78,9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方式进行存放，使用期自董

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金额

16,300.00 万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

存放的议案》。将不超过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方式进行存

放，使用期限为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金额

12,089.11 万元，其中本金 11,937 万元，利息 152.11 万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五）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399020100100178610 1,732,384,000.00 148,493,286.18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 44050164633500000012 1,500,000,000.00 52,632,875.24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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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莲花支行 2002025129100119331 1,000,000,000.00 25,469,504.96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莲花支行 2002025129100119180  48,202.27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和西路支行 44059101040009439  6,219,625.81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桂花岗支行 738066466051  13,245,741.48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区支行 8110601012500142212  33,015,128.38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园湖支行 45050160465000000025  2,760.38 活期 

合计 - 4,232,384,000.00 279,127,124.70 - 

四、募集资金使用变更情况 

鉴于募投项目“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块三）项目”已开发建设已完

工，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该募

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用于“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块六）项目”的

开发建设，本次募集资金变更涉及金额总计 47,095.68 万元。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仍将存放于项目实施主体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依

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变更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

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2018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存放、使用与管理募集资

金。公司历次募集资金使用及变更均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已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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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也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变更合法

合规。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形  

无。 

（以下无正文）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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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12,0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2,999,698.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70,956,832.4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15,140,257.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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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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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发水岸花园项目 否 1,306,000,000.00 1,306,000,000.00 1,306,000,000.00 43,640,996.52 1,306,101,538.89 101,538.89  100.01  2016 年 10 月  -14.64   否 

广州白云区集贤庄商住及保障

房项目 
否 599,000,000.00 599,000,000.00 599,000,000.00 81,730,123.55 561,376,586.76 -37,623,413.24  93.72  2018 年 2 月 6.34  否 

广州荔湾区铝厂一、二期地块

商住及拆迁安置房项目 
否 729,000,000.00 729,000,000.00 729,000,000.00 39,452,810.16 512,384,366.80 -216,615,633.20  70.29  2018 年 8 月 9.07  否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块

三）项目 
是 1,258,000,000.00 787,043,167.51 787,043,167.51 78,113,471.55 798,207,128.07 11,163,960.56  101.42  2017 年 11 月 7.86  否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块

六）项目 
是  470,956,832.49 470,956,832.49   -470,956,832.49  -       否 

南宁华发·四季项目 否 337,000,000.00 337,000,000.00 337,000,000.00 62,297.20 337,070,636.89 70,636.89  100.02  2017 年 12 月 1.25  否 

合计 — 4,229,000,000.00 4,229,000,000.00 4,229,000,000.00 242,999,698.98 3,515,140,257.41 -713,859,742.5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止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累计投入 127,882.22 万元，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以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 127,882.22 万元，预先投入资金金额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8 

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截止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年度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

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保荐

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还金额 4.5 亿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

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将不超过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方式进行存放，全部定期存款到期后收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2：“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历年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是指募投项目全部竣工验收备案日期。 

注 4：“本年度实现的效益”是指本年的销售净利润率，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由于各募投项目本年度销售结

转情况不同，故导致各募投项目本年销售净利润率差异较大。 

注 5：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募投项目尚未实现完全销售，故暂无法核实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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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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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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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

（地块六）项目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

心（地块三）项目 
470,956,832.49 470,956,832.49    2022 年 5 月   否 

           

           

合计 — 470,956,832.49 470,956,832.49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鉴于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块三）项目由于项目开发建设已提前完工，为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对该募投项目余额进行部分变更，变更为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块六）

项目，本次募集资金变更涉及金额总计 470,956,832.49 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威海华发·九龙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为设计方案调整。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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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解  明 

 

                     

                    罗洪峰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