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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59       证券简称：江苏有线       公告编号：临 2019-012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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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增资发展公司

整合全省广电网络项目、广电网络资源整合项目、全省NGB基础网络建设项目、

云媒体电视内容集成平台项目均已结项。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拟将剩余募集资金24,829.23万元，占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的7.95%（考虑利息

收入等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在南京市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549号”文核准，共发行新股 59,7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5.47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326,55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4,363.92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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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95.0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4月 20日到账。新股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亚验【2015】21 号

《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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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公司

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信银行城北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府支行、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玄武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

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97,643.44万元，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 24,829.23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4,551.64 万元，累计利息等

10,277.59万元。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专项账户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存储余额 用途 

1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1000188000227885 2,449.64 

增资发展公司整

合全省广电网络

项目 

2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09410100100431133 2,053.28 

增资发展公司整

合全省广电网络

项目 

3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76490188000742570 销户 

全省 NGB基础网

络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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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因三个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公司将利息 6,656,623.80 元转入公司自有资

金账户，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转回 6,656,623.80 元至中信银行城北支行募集资

金账户；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将 2015.9.18 至 2016.4.13 期间利息共计

11,027.49元转到中信募集资金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公司 2015 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26,559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12,195.08 万元。募集资金已经使用 297,643.44

万元，剩余金额为 24,829.23 万元（含利息收入等）,其中，剩余募集资金

14,551.64万元，累计利息等 10,277.59万元。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及剩余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南京分行 

4 
中信银行 

城北支行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8110501014100000535 2,474.70 

增资发展公司整

合全省广电网络

项目 

5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汉府支行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301015819100321134 15,975.22 

云媒体电视内容

集成平台项目 

6 
交通银行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208099991010003016181 1,876.37 

增资发展公司整

合全省广电网络

项目 

7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玄武支行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72080122000075286 销户 

广电网络资源整

合项目 

8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25903900210305 销户 

全省 NGB基础网

络建设项目 

合计 24,8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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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额（1） 

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总额（2） 

银行利息等

（3） 

剩余募集资金（5）=（1）

-（2）+（3） 

增资发展公司整合全省广电网络

项目 
202,895.08 202,895.08   

广电网络资源整合项目 13,100.00 13,100.00   

全省 NGB基础网络建设项目 70,700.00 70,700.00   

云媒体电视内容集成平台项目 25,500.00 10,948.36   

合计 312,195.08 297,643.44 10,277.59 24,829.23 

公司募集资金不涉及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等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广

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8.81亿元（广电网络资源整合项目 1.31亿元、全省 NGB基础网络建设

项目 7.07 亿元、云媒体电视内容集成平台项目 0.43亿元）。本次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

管规定，业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后出具苏亚鉴

〔2015〕21号《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专项鉴证报告》鉴证。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情况 

公司增资发展公司整合全省广电网络项目、广电网络资源整合项目、全省

NGB基础网络建设项目、云媒体电视内容集成平台项目均已结项。 

 

三、募集资金产生剩余的原因 

云媒体电视内容集成平台项目产生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一是，随着市场的

变化，技术的革新，调整了更适应市场发展的技术方案；二是，根据业务的发展

和用户的需求情况，切合实际精准投资，做到不过度，不超前，按需投资；三是，

通过公开招标，打破了以往单一来源采购的垄断方式，极大的压缩了采购成本。 

 

四、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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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 24,829.23

万元（考虑利息收入等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在剩余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后，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

董事会将委托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合同尾

款将全部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 24,829.23万元，占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的 7.95%

（考虑利息收入等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专项意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剩余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优化财务结构，缓解公司的资

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形。公司全体监事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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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优化财务结构，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日常经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公司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时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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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江苏有线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江苏有线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江苏有线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四）华泰联合证券关于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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