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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524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0年 4月 23日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3,091.50万股 A股股票，每股发行价为 16.76元，应募集资

金总额为 51,813.54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1,709.87万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金额为 50,103.67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0年 6月 22日全部到位。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0]3915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1）本公司 2010

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4,694.07万元；（2）本

公司 2010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380.16万元，2011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8,881.29万元，2012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7,683.27万元，2013年

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0,870.14 万元，2014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690.50万元，2015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539.45万元，2016年度直接

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850.87万元，因募投项目变更用途，用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

金 3,154.44万元，2016年合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2,303.57万元，2017年度直接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694.88万元，2018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8,462.08万

元。综上，累计直接投入金额共计 51,592.27万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资使用募集资金 51,592.27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1,488.60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形成利息和理

财收益共计 4,533.13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2018年 12月 31日实际余额为 3,044.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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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本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

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0年 7月 5日，本公司分别与徽商银行合肥分行天鹅湖支行、交通银行

安徽省分行、兴业银行合肥分行马鞍山路支行、光大银行合肥分行马鞍山路支行

（以下简称“协议银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印刷技术改造项目实施方式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

控股子公司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印刷”）增资。2010年

8月 5日，公司将徽商银行合肥分行天鹅湖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的 11,493.58

万元募集资金转入新华印刷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2010]4024号

《验资报告》验证。同日，新华印刷与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2年 11月 15日，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刷将印刷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由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

变更至光大银行合肥分行。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数字出版项目实施方式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原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简称“时

代新媒体”）增资。2010年 8月 30日，公司将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募集资金专

户中存放的 14,700.00万元募集资金转入时代新媒体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

公司会验字[2010]4072号《验资报告》验证。同日，时代新媒体与交通银行安徽

省分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5年 4 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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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将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其中 5,000万元的实施主体变更

为安徽教育出版社所属全资子公司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同意时代新媒体将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

金专户由交通银行合肥分行祁门路支行变更至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同意教育网络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合肥分行开立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同

日，时代新媒体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拟将前期由时代新媒体

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媒体”）投资及拨付于安徽时代漫游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漫游”）使用的 3,500.00万元数字出版项

目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由时代新媒体变更为时代漫游（包括使用募集资金向时代

漫游增资）。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主体事项于 2017年 8月 25日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在会议顺利通过并实施。2017年 12 月 25

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漫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及杭州银行合肥分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

问题。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出版策划项目
注*1

兴业银行合肥长江中路
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499050100100013959 7,580.28

北京出版基地
项目（原出版
物物流项目）

注*2

光大银行合肥马鞍山路
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76710188000063243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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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103.6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62.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407.5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592.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76%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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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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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3)＝

(2)-(1)

(4)＝(2)/(1)

出版策划

项目
无 11,502.55 11,502.55 11,502.55 3,023.00 12,502.04 999.49 108.69 - 3,014.78 - 否

数字出版

项目
无 14,700.00 14,700.00 14,700.00 5,439.08 14,081.56 -618.44 95.79 - -952.03 - 否

印刷技术

改造项目
无 11,493.58 11,493.58 11,493.58 - 11,766.59 273.01 102.38 - -93.60 - 否

出版物物

流项目
是 12,407.54 - - - - - - - - - 是

北京出版

基地项目
否 - 12,407.54 12,407.54 - 13,242.08 834.54 106.73 - 423.01 - 否

合计 — 50,103.67 50,103.67 50,103.67 8,462.08 51,592.27 1,488.60 102.97 — 2,392.1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1. 数字出版项目：由于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不清晰，为确保公司数字出版项目实施效果，有效规避风险，公司

数字出版项目的建设进度有所放缓。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转型发展，在数字出版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时光流

影”和“时代教育在线”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出现良好发展势头。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整合新媒体出版业务的内容、创

意、技术、人才、业务等资源，推动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更好发展，打造未来数字出版和数字教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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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原募集资金项目“出版物物流项目”已于 2011 年变更为“北京出版基地项目”。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1-033 和临

2011-03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0年度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了变更，将“出版策划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时代出版策划中心，

将“数字出版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时代新媒体，此次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具体内容，不会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行造成不利影响，上述变更业经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0－038。

公司于 2015年 4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

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以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将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其中 5,000万元

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所属全资子公司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7年 8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

施主题的议案》，同意拟将前期由时代新媒体投资及拨付于时代漫游使用的 3,500.00万元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

的实施主体由时代新媒体变更为时代漫游（包括使用募集资金向时代漫游增资）。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主体事

项于 2017年 8月 25日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在会议顺利通过并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字（2010）第 4025号《关于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0年 8月 10日止，新华印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印刷技术改造项目的实际投

资金额为 4,694.07 万元，新华印刷以募集资金 4,694.0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印刷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上

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0－03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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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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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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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度(%)

(3)=(2)/(1)

北京出版

基地项目

出版物物

流项目
12,407.54 12,407.54 - 13,242.08 106.73 - 423.01 - 否

合计 — 12,407.54 12,407.54 - 13,242.08 106.73 — 423.01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变更原因：出版物物流项目原计划投资募集资金 12,407.54 万元，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出版物仓储设备配置及物流体系管理

信息系统，形成各类出版物 20 亿码洋的物流配送能力。由于受安徽省公共水利基础建设--江淮运河影响，该项目使用土地被合肥市

政府征用，项目一直未能启动。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2011年度经公司认真研究，拟变更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为北京出版基地项

目。北京出版基地项目对于公司利用北京的优势资源，提高出版主业选题策划能力，提高图书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在全国乃至国

际出版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决策程序：2011年 10月 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版物物流项目的议

案》，上述议案在 2011年 10月 27日召开的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得到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版物物流项目的议案》并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037。

信息披露情况：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1年 10 月 10日、10 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1-033和临 201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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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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