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

项目投资额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办公”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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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金山办公增加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

投资额等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73 号），同意北京金山办公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山办公”）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01,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5.8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63,186.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45,940.27 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9[000458]号《验资报告》。为

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对其进行管理，并及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金山办公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公司增加了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对全资子公司珠海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武汉金山办公软件

有限公司分别进行了增资。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珠海金山办

公软件有限公司、武汉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奥运村支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金山办公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披露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3），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万元） 

项目实施地点 

1 WPS Office 办公软件客户端增强与优化项目 40,410.37 北京、珠海、武汉 

2 WPS Office 办公软件安全可靠增强与优化项目 20,468.75 北京、珠海、武汉 

3 基于海量语料的人机协同辅助写作系统研发项目 10,793.43 北京、合肥、珠海 

4 AI 自然语言处理平台项目 10,517.10 北京、合肥、珠海 

5 AI 计算机视觉识别平台项目 10,565.51 北京 

6 办公产品云服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412.76 北京、武汉、珠海 

7 互联网增值服务研发项目 40,570.42 北京、武汉、珠海 

8 WPS Office 办公产品及服务全球化研发升级项目 20,391.87 北京、武汉、珠海 

9 全球技术服务支持中心建设项目 20,615.40 北京 

10 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0,266.92 北京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资

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情况  

（一）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及增资的情况 

1、原项目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新增实施地点及对其增资的具体原因 



为使得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加快募投项目办公软件客户端增强与优化项目、

人机协同辅助写作系统研发项目、AI 自然语言处理平台项目、办公产品云服务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互联网增值服务研发项目、办公产品及服务全球化研发升级

项目、全球技术服务支持中心建设项目、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的实施进度，促进公司相关项目的开展，公司拟在原有实施地点基础上增加全

资子公司珠海金山办公、武汉金山办公、广州金山移动为实施主体，分别对应珠

海、武汉、广州为实施地点。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以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实施主体中，本

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对广州金山移动进行增资，以实施以下募投项

目：WPS Office 办公软件客户端增强与优化项目、办公产品云服务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互联网增值服务研发项目、WPS Office 办公产品及服务全球化研发升

级项目、全球技术服务支持中心建设项目、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基于海量语料的人机协同辅助写作系统研发项目、AI 自然语言处理平台项

目、全球技术服务支持中心建设项目、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均增加武

汉为实施地点；全球技术服务支持中心建设项目、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均增加珠海为实施地点。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投资情况如

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点 

1 WPS Office 办公软件客户端增强与优化项目 北京、珠海、武汉、广州 

2 WPS Office 办公软件安全可靠增强与优化项目 北京、珠海、武汉 

3 基于海量语料的人机协同辅助写作系统研发项目 北京、合肥、珠海、武汉 

4 AI 自然语言处理平台项目 北京、合肥、珠海、武汉 

5 AI 计算机视觉识别平台项目 北京 

6 办公产品云服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北京、武汉、珠海、广州 

7 互联网增值服务研发项目 北京、武汉、珠海、广州 

8 WPS Office 办公产品及服务全球化研发升级项目 北京、武汉、珠海、广州 

9 全球技术服务支持中心建设项目 北京、珠海、广州、武汉 

10 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北京、珠海、广州、武汉 

注：以上实施地点“珠海”由全资子公司珠海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实施，“武汉”由全资

子公司武汉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实施，“广州”由全资子公司广州金山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实

施，“合肥”由全资子公司安徽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实施，“北京”由金山办公实施。 



上述对广州金山移动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广州金山移动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变更为 16,000 万元，仍为金山办公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

根据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分阶段实施募投项目并投入募投资金，以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本次增资主体的情况 

（1）企业名称：广州金山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葛珂 

（3）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12 日  

（5）经营范围：经营范围：软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通讯设备及

配套设备批发；通讯终端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零售；软件批发；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软件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通信与自

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软件零售。广告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

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263.12 万元，净资

产 6,895.02 万元；2019 年度净利润 1,865.16 万元。 

（二）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情况 

1、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为“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

项目”），根据《金山办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方向/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单位：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单位：万元） 

立项批准

时间 
项目备案号 

项目实

施地点 

10 
全球营销网络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 
10,266.92 10,266.92 

2019 年 7

月 4 日 

京海淀发改

（备）[2019]76

号 

北京 

该项目原投资额为 10,266.92 万元，占全部募投项目投资额 5.01%。截至 2020

年 3 月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8,430.20 万元，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836.72



万元。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 51,496.24 万元将该项目总投资额调整至 61,763.16

万元。 

2、项目调整金额的具体原因 

为了构建完备的客户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公司始终坚持全球化

战略，利用移动互联网优势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在国内为了提升华北、华东、

华中、深圳、珠海等国内城市的产品销售和服务支持，建设品牌宣传中心和展示

中心，更好的体现“产品、技术、生态合作、客户服务和售后”五个方面的建设，

金山办公已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县市级的完整销售网络；设立8个技术服务中心(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武汉、成都、西安)，服务能力覆盖全国 31 个省

和直辖市，配备充足的技术服务人员全面覆盖营销服务网络。并通过开放集成能

力，汇集超过 800 多家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完整的办公软件合作生态圈。 

为了更好实施 WPS 全球化战略，继续增强全球营销服务网络建设的覆盖面，

“全球营销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作为公司业务的重点方向，本次拟增加项目

投资额，以保证核心业务持续发展，增加行业核心竞争力，使公司办公软件全球

化布局稳定实施。 

四、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资

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在原有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基础上新增珠海、武汉、广州为实施地点，及

对广州金山移动增资、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额，是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实际需求，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保持一致，有利于

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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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五、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资

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及增资到全资子公司广州金山移动，广州

金山移动将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与上述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

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



情况进行监管。待签署后将在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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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修订）》等规定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

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际经营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

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实施。本次调整

募投项目未违反公司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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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

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系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

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

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相关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看了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查阅了金山办公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查阅了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董事会、监事会议案及决议文件、独

立董事意见，并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执行人

员进行了沟通。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一）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

关规定。（二）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通过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

募投项目投资额，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

项目投资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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