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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前身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购”）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9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000 万股，相关

发行完成后，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5〕23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34,200,000.00 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3,57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全部到账，并经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015）第 0018 号

验资报告。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规模为

147,055.76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为 56,357.00 万元，调整后的募投项目投资

规模为 66,640.62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为 51,927.00 万元，未指定用途的募集

资金为 4,430.00 万元，调整后的项目投资规模如下：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单位：万元 

项目 募投项目投资规模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20,453.04 12,800.00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3,802.74 3,700.00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8,627.31 8,300.00 

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 9,738.79 9,600.00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 4,270.00 4,270.00 

新媒体项目 6,191.16 6,000.00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13,557.58 7,257.00 

合计 66,640.62 51,927.00 

 

2017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项目、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并拟使用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募

集资金和未指定用途的募集资金合计 20,434.66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议

案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

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日期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原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 新媒体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5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57.31 万元（含

募集资金 49,442.63 万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514.68 万元），其中 20,466.87

万元（含利息）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投资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募集资金累计为 29,490.44 万元。 

本次拟进行结项的项目共 5 个，即呼叫中心扩建项目、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

级项目、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新媒体项目、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612.63 万元，其对应专户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7,616.17 万

元（含利息）。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其中：利

息收入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 
3,700.00 3,101.94 652.22  54.16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

升级项目 
工行长沙金鹏支行 8,300.00 6,725.30 1,696.10  121.40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

系统建设项目 

招行长沙东塘支行 
4,270.00 2,864.37 

1,627.05  251.76  

招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35.44  5.10  

新媒体项目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6,000.00 3,682.13 
2,502.31  187.09  

工行愚园路支行 9.38  6.73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

目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 
7,257.00 6,238.89 1,093.67  75.56  

合计 29,527.00 22,612.63 7,616.17 701.80  

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701.80万元。 

 

二、拟结项募投项目完成情况与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1、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1）项目完成情况。项目以“客户体验”为核心，预计建设成为支持公司

走向“三屏融合”的智能服务平台，在扩大坐席数量的同时，将建立会员大数据

的分析与维护，开展精准营销。截至目前，智能呼叫中心语音处理硬件平台、呼

叫中心基础应用、呼叫中心信息管理平台已搭建完成并投入使用，围绕“客户体

验”为核心，通过语音、视频等多种介质与客户进行全面接触，强化了信息技术

在客户行为记录、数据库挖掘等方面的应用，使呼叫中心在客户关系领域里实现



突破，达到精准服务和营销，达到预定可使用效果。项目募集资金实际已投入金

额 3,101.94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比例为 83.84%。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随着公司互联网业务的发展，公司大力推进 IVR

自助订购、微信自助订购、狗小二在线服务、网站自助服务等多种便捷的自助式

服务，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呼叫中心人工服务的需求量，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公司优化了项目的技术实施方案。 

2、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1）项目完成情况。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包括多通路营销系统升级、

大数据分析系统、管理应用系统升级、数据中心建设和 IT 治理。截至目前，项

目已完成建设，全面上线，实现了支撑各级应用系统的统一、多视图的主数据管

理平台搭建。引入并集成了成熟商业套装软件，如专业 WMS 仓储管理软件等，增

强了信息对于多通路、多业务场景的适应性，支撑多通路的零售业务管理。核心

业务系统能够支持多通路、多模式、多业务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实施应用系统及

业务系统智能化改造，提升了工作效率及行政效率，达到预定可使用效果。项目

实际已投入金额 6,725.30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比例为 81.03%。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在实施过程中，该项目实际采购的软硬件设备型

号较原来计划有所调整，另外公司自身 IT 团队成长，原计划由外部厂商实施完

成的部分研发项目改由公司 IT 中心人员研发完成。 

3、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 

（1）项目完成情况。项目主要包括智能电视购物平台的研发、数据交换平

台建设和视频购物智能推荐系统研发。截至目前，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

目中的智能电视购物平台、数据交换平台、视频购物智能推荐系统三项核心系统

已建设完成，新增包括互联网机顶盒购物系统、IPTV 电视购物系统、数字电视

购物系统等新型传播渠道的覆盖，建立了适用于新型渠道与已有供应链系统的技

术交换平台，实现交易数据、用户数据、渠道数据的采集、存储、筛选、备份，

以及与 ERP 系统的信息交互，实现了以视频为载体的购物推荐系统，通过对用

户行为进行系统采集、大数据分析等操作，以智能推荐引擎技术产品，为广大新

型渠道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内容及订购服务，达到了预定可使用效果。项

目实际已投入金额 2,864.37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比例为 67.08%。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项目中的“智能推荐系统”建设内容与电子商务

平台项目中的“商业智能项目”建设内容均基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快乐购有限

责任公司会员大数据的应用，底层技术有较大重合，服务器硬件资源也可部分共

用。 

4、新媒体项目 

（1）项目概况。项目依托三屏融合和“达人”经济，升级社交媒体产业链，

建设女性媒体零售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女性社交型电子商务业务，销售达人

推荐商品、达人自有品牌商品以及公司自营商品。截至目前，依托三屏融合和达

人经济，升级了社交媒体产业链、打造了以达人意见领袖影响时尚消费的女性时

尚生活方式社交新媒体零售平台，平台建设已完成。通过《我是大美人》《辣妈

学院》等节目以及知名达人的影响力，为时尚女性提供消费引导，同时为品牌提

供行销顾问支持，整理来看新媒体项目已经实现其投资目的，达到了预定可使用

效果。项目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3,682.13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比例为 61.37%。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项目在达人合作费用、精准匹配及商品开发和运

营投入、营销网络建设投入上节约了成本。 

5、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供应链物流项目系暮云仓库建设项目。截至目前，暮云仓

库基建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仓库内仓储作业设备部分均已正常使

用，充分实现了多品类库存的精细化及分类管理需求，通过对仓储科学化布局，

建立了多功能存储和作业区，采用先进的物流设备全面提升了快乐购有限责任公

司的仓储运营效能，实现对货品科学化管理与适应业务需求的配套管理目标，达

到了预定可使用效果。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 6,238.89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比例

为 85.97%。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和费用控

制，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对投资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优化，节约了项目投

资。 

三、拟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投资进度 节余余额 

其中：利息

收入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3,700.00 3,101.94 83.84% 652.22 54.16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

级项目 
8,300.00 6,725.30 81.03% 1,696.10 121.40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

统建设项目 
4,270.00 2,864.37 67.08% 1,662.49 256.86 

新媒体项目 6,000.00 3,682.13 61.37% 2,511.69 193.82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7,257.00 6,238.89 85.97% 1,093.67 75.56 

合计 29,527.00 22,612.63  7,616.17 701.80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7,616.17 万元（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

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资金划转完成后，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的注销手续，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满足公司现阶段及未来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

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公司和股东利

益最大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可以有效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当前业务发展和未来业务布局，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我们

同意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作

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现阶段的实际经营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