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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现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310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8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2.80 元，共计募集资金 88,704 万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011.12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85,692.88万元，已由主承销

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438.03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为 84,254.8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会验〔2009〕256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76,443.42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327.53万元；2020年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 2,768.58 万元，2020 年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 253.60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9,212.00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581.13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6,623.98万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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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同花顺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年 12月 31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清泰支行、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高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 年 4月 15

日，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年 2

月 25日，本公司和子公司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教工路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2012年 4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变更子公司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决议，并于 2012年 4月 19日撤销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教工路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2012 年 4 月 19 日，本公司和子公

司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6年 3月 10日，本

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

中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8月 19日，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变

更本公司和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决议，并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撤销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2018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通过以上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含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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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和相关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8个募集资金专户、7个定期存款账户、1 

个协定存款账户、4 个理财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浙江核新同

花顺网络信

息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19-020101040031108 9,529.22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181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3,470,000.00 理财 

小 计 3,479,529.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高新支行 

33001616727053001927 306,407.65 活期 

33001616727049000261*18 3,000,000.00 定期 

33001616727049000261*19 2,600,000.00 定期 

小 计 5,906,407.65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 

134001516010019855 387,061.72 活期 

134001620010005916 4,000,000.00 定期 

134001620010005916 5,000,000.00 定期 

134001620010005916 4,299,207.66 定期 

134001610010012496 1,223,400.00 定期 

小 计 14,909,669.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33001613535059198198 2,216,430.08 活期 

33001613535049198198*48 9,000,000.00 定期 

小 计 11,216,430.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延中支行 

1202023029900012155 500,000.00 活期 

1202023029900012279 11,177,707.22 协定存款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

（定向山东）人民币理财产

品 

20,000,000.00 理财 

20,000,000.00 理财 

小 计 51,677,707.22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630275655 51,256,579.20 活期 

小 计 51,256,579.20   

杭州同花顺

数据开发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19-020101040035646  10,441.67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181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11,880,000.00 理财 

小 计 11,890,441.67   

浙江同花顺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杭州西湖支行 

630275495 15,903,025.10 活期 

小 计 15,903,025.10   

合  计 166,239,7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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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本期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主

要内容为：在我国一线金融服务核心城市北京、上海两地建设营销区域管理中心，

并在北京、上海购置办公场地。该项目主要目的为：在一线金融城市构建强大、

稳定可控的区域营销中心，增强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

而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整体实力。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中，无法单独核算。 

2.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中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

益。该项目主要内容为：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目前已更名为浙江同

花顺云软件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项目主要目的系通过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间接获得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许可，将公

司现有的客户资源、业务模式、营销渠道等资源与投资咨询业务进行结合，将最

新信息技术和金融研究成果与用户潜在需求进行结合，推进技术创新，为实现产

业升级和主业拓展提供支撑。因此，该项目实施后，将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产生

积极影响，但其产生的效益，反映在公司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3.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中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

项目主要内容为：由全资子公司同花顺网络科技公司承建该运营服务中心项目，

项目资金由公司上市超募资金以增资的形式投入。建设完成后，由同花顺网络科

技公司以租赁的形式提供给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使用，租金不高于同类地区、同类

品质写字楼的租金。公司租入该运营服务中心后，将公司在杭州的现有机房、网

站、运营维护、数据录入、客户服务等部门迁入。该项目主要目的为：（1）改善

公司运营服务的基础环境，配置先进的运营工具，提升运营服务品质；（2）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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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稳定运营环境，为优秀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吸引并留住人才；（3）提升

公司的整体形象，强化客户关系，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4）增加优

质固定资产，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增强抵抗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避免未来租

金价格波动的风险。该项目目前尚未完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4.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中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

主要内容为：通过广告、传播、推广（下载）、合作和事件营销五种手段来推动公

司的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该项目主要目的为：扩大公司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和市场影响力，增强与投资者的情感联系，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公

司业务快速发展。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

算。 

5.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中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工程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主

要建设内容为：完成数据处理基地的基本建设，为后续发展提供硬件基础和人才

储备，搭建杭州数据处理中心的整体架构，初步建立服务器集群，建立基础测试

环境和具有较强处理能力的金融数据处理系统。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为：满足公司

持续发展对数据、信息加工处理的需要，同时满足公司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项目、

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对

办公场所的需求。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

算。 

6.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中同花顺总部基地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主要建

设内容为：完成总部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方案和施工图设计、施工招投标、土

建施工及装修、设备订购、现有设备的搬迁及安装调试、组织验收等工作。对公

司培养计算机信息技术、金融工程技术等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便利。

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信息科研实力的提升，提高我国金融证券机构信息服务水平，

促进金融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为：为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提高公司整体运营管理水平和研发能力，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提供

基础环境，满足企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

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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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254.8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68.5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212.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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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手机金融服务网

二期工程项目  
否 7,200 7,200  6,765.93 

93.97% 

[注 1]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注 4] 

  
不适用 

[注 7] 
否 

2.同花顺系列产品

升级项目  
否 6,925 6,925  6,914.19 

99.84% 

[注 1] 
  

不适用 

[注 7] 
否 

3.新一代网上交易

服务平台项目  
否 2,555 2,555  2,548.29 

99.74% 

[注 1] 
  

不适用 

[注 7] 
否 

4.机构版金融数据

库项目  
否 6,265 6,265  5,978.98 

95.43% 

[注 1] 
  

不适用 

[注 7] 
否 



 

 

5.营销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 
[注 2] 2,265 10,200  9,894.61 97.01%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210 33,145  32,102       

 超募资金投向    

1.收购浙江国金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项

目  

否 680 680  680 100.00% 2010 年 04 月 30 日 
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 
  否 

2.同花顺运营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  
否 5,000 5,000 206.13 4,529.15 90.58%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注 5] 

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 
  否 

3.品牌建设及市场

推广项目  
否 2,000 2,000  2,000 100.00%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注 4] 

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 
  否 

4.金融衍生品综合

运用平台一期工程

项目 

否 2,035 2,035  2,035 100.00% 2012 年 04 月 30 日   
不适用 

[注 7] 
否 

5.同花顺数据处理

基地一期工程  
[注 3] 11,166 20,666  20,666 100.00%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注 4] 

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 
  否 

6.同花顺总部基地

建设项目 

[注 6] 

否 20,728.85 20,728.85 2,562.45 17,199.85 82.9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1,609.85 51,109.85 2,768.58 47,110.00       

 合计   66,819.85 84,254.85 2,768.58 79,212.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主要为运营大楼的建设和设备购置费用，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工程款尚未结算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1、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 1,6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 88,70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449.15 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84,254.85 万元，超出原募集计划 59,044.85 万元。 

2、2010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使用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

资金中的 9,715 万元用于以下四个项目：（1）使用 680 万元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2）使用 5,000 万元用于建设同花顺

运营服务中心项目；（3）使用 2,000 万元用于同花顺 2010 年度品牌与市场推广项目；（4）使用 2,035 万元用于同花顺金融衍生品综合应

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同花顺金融衍生品综合应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已经完

成，其他项目正逐步开展。 

3、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将超募资金中的 11,166

万元用于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    

4、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并使用超募

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具体见[注 2]。    

5、2012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

投资的议案》，具体见[注 3]。 

6、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建设公司总部基地的议案》，具

体见[注 6]。 

7、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

案》，具体见[注 5]。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2010 年 1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自筹资金共计 3,627.03 万元，其中：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项目 906.91

万元，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 1,131.71 万元，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944.61 万元，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 643.80 万元。2010

年 1 月 28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适用 

项目未全部完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整体完工，预计后续不会再有零

星投入，产品已正式投入市场销售。 

[注 2]：公司 2011年 7月 20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部分变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内容，集中资金在北京、上海等重点金融城市加大力度建设营

销区域管理中心，并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7,935 万元。 

[注 3]:因优化数据处理基地大楼设计方案，2012 年 8 月 17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

资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资 9,500 万元。 

[注 4]：由于募投项目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受到项目所在地道路、水、电、煤气、网络等市政配套还处在设计优化中等原因的影响导致工程延期，公司对同花顺数

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及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等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

延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公司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探索品牌与市场推广的思路和方法，依据历次推广的评估效果逐步修正推广的方式和节奏，基于谨慎和募集资金效

益最大化原则，放缓了“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的原定投入进度，该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注 5]：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已完成，相关审批程序已经办理，暂时中止的因素已经消除。公司慎重考虑，认为项目已具备充分实施条件，决定重新启动

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相应调整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目前，工程已完成，部分工程款尚未结算支付。 



 

 

[注 6]：为解决公司发展规模壮大和办公场所紧缺的矛盾，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使用超募资金 20,728.85 万元和自有资金 15,907.15 万元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基地，主要用

于公司总部办公及研发，同时作为公司在全国的营运中枢。 

[注 7]：由于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5年 12 月 31 日，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金融衍生品综合运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因此上述项目

的 2020 年度产生的效益是否达到预计不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