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规定，本公司将 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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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02号）核准，公司于2011年11月21日至2011年11月22日通过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9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8.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79,200,000.00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18,450,704.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1 

年11月25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1]第13684号

《验资报告》审验。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情况表（人民币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摘要 金额 

1、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止专户余额  814,270,080.42 

2、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的增加项    

(1)本期募集资金   

(2)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239,883.61 

小计  5,239,883.61  

3、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的减少项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8,834,434.55 

(2)置换出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自有资金   

(3)归还银行贷款  

(4)补充流动资金   

(5)转出前期代垫上市发行费用   

小计  8,834,434.55  

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专户余额 810,675,529.4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加强对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运用，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江苏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

确的规定，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相应修订

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按照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分别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四家银行设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在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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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家开户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履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定期对账并及时向保荐机构提供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状况。 

（二）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02503090000120109039171 1,000,000,000 222,483,800.8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营业部 
4301011029100350340 1,318,450,704  112,026,752.1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0801014140002143 1,000,000,0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409500100100287988 1,000,000,000 476,164,976.51 

合计 
 

4,318,450,704  810,675,529.48  

（三）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账户形成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4,479,200,000.00 

减：发行费用 160,749,296.00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284,140,000.00 

减：募集资金到位后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1,614,947,937.91 

减：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556,880,704.00 

减：募集资金改变用途补充永久流动资金 443,236,700.00 

减：手续费用支出 6,091.75 

加：累计利息收入 391,436,259.14 

合    计 810,675,529.48 

 



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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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募集资金实际到

位前，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经公司2012年4月6日召开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2年5月4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以使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28,414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大型书城(文化 Mall)建设项目 97,712 28,414 

其中：苏州凤凰国际书城 26,582 12,763 

南通凤凰国际书城 29,387 13,687 

扬州凤凰书城 16,242 26 

镇江凤凰书城 14,646 44 

姜堰凤凰书城 10,855 1,89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江苏凤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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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会师报字[2012]第111317 号）；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报告；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发布了《江苏凤凰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2012年6月11日，公司分别从北京银行和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募集资金20,000万元

和 8,414万元，共计28,414万元，用以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依据公司201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2012年5月24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全部超募资金

共计1,556,880,704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

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发布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于2012年6月11日分别从北京银行、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40,000万元、50,000万元、50,000万元和156,880,704

元，共计1,556,880,704元超募资金用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镇江凤凰书城项目为镇江凤凰文化广场项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镇江凤凰书城项目位于镇江市中山

东路东端，临中山路和梦溪路交界口的转角处，东至梦溪路、西至黄山北路长约2公里，属

于镇江传统的商业街延伸段。项目建设期为2年，拟使用募集资金14,646万元。 

该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公司组建了镇江凤凰文化广场筹建项目部，积极审慎地推进

了项目建设的各项前期工作，根据行业和市场发展情况，为进一步优化项目的体量、业态和

效益，尚未实质性开展施工建设。2013年因当地相关部门对该项目所在地块的规划进行调整，

将直接影响工程实施，经反复协商，公司仍无法在原地块继续进行该项目建设，因此公司决

定变更原镇江凤凰书城项目，计划在镇江绿竹巷6号片区68亩土地新址上建设镇江凤凰文化

广场。新建项目定名为镇江凤凰文化广场，位于镇江市商业中心，东吴路以南、东至梦溪路，

周边为各类商业建筑，地理位置较好，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可以满足该项目的建设要求。

建设期拟定2年，项目总投资47,027.2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45,947.20万元，流动资金

1,080.00万元。项目总投资中14,416.50万元使用拟投入原镇江凤凰书城项目的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其余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和

2014年5月19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镇江凤凰书城募投项目调整的议

案》，批准上述募投项目变更事宜。 

（二）终止教育类出版物省外营销渠道建设项目和文化数码用品连锁经营项目并将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 教育类出版物省外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教育类出版物省外营销渠道建设项目由江苏凤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原计

划在本公司教育类出版物（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图书）江苏省外销售市场中选出20

个市场销量大、占有率高的省（市、自治区）作为目标市场，通过在目标市场范围的20个省

会城市、31个地级市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办事处）的形式，建设一个以南京为营销总部

的省外教育类出版物营销渠道。建设期为2年，拟使用募集资金17,308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10,783万元，流动资金6,525万元。截至终止日，该项目共计购置办公用房2,204.17平米，

车位12个，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650万元（含维修基金和杂费，契税尚未缴纳），投资进度

为21.09%。 

该项目终止原因有三：一是教材新政没有实施，国家原计划在2012年重新选用中小学教

材，因多种原因该政策至今未能实施，使得省外分支机构建设受阻；二是有些省份教材市场

地方保护壁垒较多，经实际市场运作，通过当地代理合作更有效，减少了一些地区分支机构

的建设；三是近年房产价格过高，为控制购房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损失，一些分支机构由购

置办公房改为租用办公房，从而减少了资金投入。 

2、 文化数码用品连锁经营项目 

文化数码用品连锁经营项目原计划在下属51家新华书店内以“店中店”的模式新增设

文化数码用品连锁店，其中新设数码用品连锁店40家，新设文化用品连锁店45家；同时，在

南京、无锡、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人气较高的大型购物中心内增设20家文化数码用品独体店；

在高校周围增设20家文化数码用品助学便利店。数码用品连锁店主要经营电子词典、学习机、

早教机、点读机、学生手机、电脑、摄影器材及学生类数字播放器等教育类数码产品；文化

用品连锁店主要经营办公用品、学生用品、礼品、美术体育音乐器具、饮料和预包装食品等。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7,494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2,793万元，项目流动资金为4,701万元，

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细则（试行）》要求，资金以增资方式注入实施单位，资产计

入项目实施单位。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向江苏凤凰新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的方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700万元，投资进度为36.03%。其中，使用建设资金799.70万

元，包含设计费64.72万元，设备采购款605.22万元和装修费用129.76万元。涉及数码用品

连锁网点18家，文化用品连锁网点30家。 

该项目终止原因：近几年受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文化数码市场逐渐饱和，竞争越发激

烈，行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各项投入成本价格上涨，设备采购价格有了一定的上浮，人员

工资、装修投入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原项目成本估算较目前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同时公



司自有学校附近网点减少，满足该项目网点也相应减少，符合条件的外部店面租金上涨过高，

原项目计划对店中店、独体店、便利店的投资成本发生较大变化。该项目如继续按计划投资

建设，项目收益达不到期望的项目投资回报水平，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 

3、 项目变更情况 

综合考虑实际投资情况、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降低经营风险和提升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终止实施上述两个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18,452万元全部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以上述

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和2015年6月8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两个募投项目并将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上述两项募投项目的终止事宜，独立董事

也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三) 终止实施职业教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职业教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以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图书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职教”）为

实施主体，旨在拓展凤凰职教的职业教育教材编写能力，在3年内完成公共文化课教材、专

业课教材的编写和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开发。本项目建设期为3年，项目总投资25,231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22,083万元，流动资金3,148万元。由于凤凰职教自行开发虚拟实训教学软

件需要引进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需要一定周期，公司经过考察分析论证，鉴于厦门创

壹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创壹”）在虚拟实训教学软件开发领域的显著优势，将凤

凰职教自行开发虚拟实训教学软件变更为凤凰职教与厦门创壹合作开发，即由公司对凤凰职

教增资8,000万元，凤凰职教以增资资金7,726.50万元收购厦门创壹51%的股权，并通过厦门

创壹进行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开发。 

    本项目终止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公司通过收购厦门创壹，利用其已有的虚拟实训教学

软件，大幅降低了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研发成本；二是公司与江苏省教育厅共建职业教育教

材和数字化资源研发基地，全面参与江苏省中职国示范校项目建设，示范校项目由江苏省教

育厅牵头进行，采取共建共享的模式，统筹优化校企资源，降低了资金需求，公司自有资金

可以满足需要。 

根据公司长远经营发展战略，为合理有效地利用本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公司将节余募

集资金合计17,231.00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亦有助于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承诺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个月内，不以上述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2016

年6月17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职业教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

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

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四) 终止实施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于2009年制定，旨在通过自主建设B2C电子商务平台、

B2B电子商务平台、B2G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图书电子商务业务。项目建设期为1年，投资总额

为5,110.00万元，拟在建设期内全部投入。项目所需资金拟全部由上市募集资金投入。该项

目拟使用募集资金5,110.00万元，截止2017年末已投资299.33万元，投资进度为5.86%。其

中电商系统及网销平台已投资179.77万元，手机APP及移动端接口已投资54.20万元，软件开

发已投资28.46万元，电商综合管理系统软件许可使用与实施服务已投资36.90万元。该项目

终止原因：公司上市后市场和竞争环境较之前发生较大变化，原方案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为了控制投入，降低风险，公司调整了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思路，由自主建设平台向依托第

三方平台转变，B2C电子商务业务主要在天猫、京东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 B2B项目

软件研发已经完工，而且公司加入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交换平台，暂不需要继续投

入；B2G项目计划租用阿里云平台运作。鉴于上述原因，公司拟终止该项目。根据公司长远

经营发展战略，为合理有效地利用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公司计划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4,810.67万元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亦有助于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承诺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

不以上述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及2018年5月22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

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了该募投项目的终止事宜。公司

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五) 终止实连锁经营网点改造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连锁经营网点改造项目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对分布在江苏

全省60个市、县的92个连锁经营网点进行规划改造，经营面积合计约9.6万平方米。拟改造



网点内部环境陈旧，服务功能不能满足需求，营业效率较低。本项目通过对上述网点内部进

行布局调整，对服务设施进行改善，提高单位面积的经营效率，将部分网点富余面积用于文

化用品和数码产品及其他项目经营，提高各网点的整体经济效益。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7,903万元，目前已投资4,073万元，投资进度为51.54%。 

该项目终止原因有三：一是近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市场和竞争环境的巨大变化对实体

书店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项目原先的改造方案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二是随着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发展和规划的调整，很多城市的经济中心产生了变化，导致部分

经营网点失去了原先的区位优势，公司主动取消了原有改造方案；三是部分网点因种种原因

被拆迁而导致改造方案被迫终止。根据公司长远经营发展战略，为合理有效地利用项目剩余

的募集资金，公司计划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3,830万元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亦有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承诺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以上述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

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以及2019年5月29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连锁经营网点改

造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了该募投项目的终止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五、部分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方式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职业教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拟由凤

凰职教实施，进一步拓展凤凰职教公司的职业教育教材编写能力，在3年内完成公共文化课

教材、专业课教材的编写和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开发。由于凤凰职教自行开发虚拟实训教学

软件需要引进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需要一定周期，公司经过考察分析论证，鉴于厦门

创壹在虚拟实训教学软件开发领域的显著优势，将凤凰职教自行开发虚拟实训教学软件变更

为凤凰职教与厦门创壹合作开发，即由公司对凤凰职教增资8,000万元，凤凰职教以增资资

金7,726.50万元收购厦门创壹51%的股权，并通过厦门创壹进行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开发。 

公司于2012年3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凤凰职教并

由其收购厦门创壹软件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公司于2012年4月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2年5月4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职教复合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和方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据此，公司于2012年6月11日从工商银行募集资

金专户中转出8,000万元，用于增资凤凰职教。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做到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形。 

 

附表：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7 日 

 

 

 

 



附表： 

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79,2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386,514.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43,236,7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99,205,341.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9%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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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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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大型书城（文化 mall）建设项目 否 977,120,000.00 977,120,000.00 977,120,000.00 0.00 818,483,672.67  -158,636,327.33  83.7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其中：1.1 苏州凤凰书城 否 265,820,000.00 265,820,000.00 265,820,000.00  -     265,820,000.00   -    100.00% 201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2 南通凤凰书城 否 293,870,000.00 293,870,000.00 293,870,000.00  -     293,870,000.00   -    100.00% 201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3 扬州凤凰书城 否 162,420,000.00 162,420,000.00 162,420,000.00  -     3,783,957.00   -158,636,043.00  2.33% 201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4 镇江凤凰书城 是 146,460,000.00 2,295,000.00 2,295,000.00  -     2,294,715.67   -284.33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镇江凤凰文化广场（绿竹巷） 否   144,165,000.00 144,165,000.00  -     144,165,000.00   -    100.00% 2016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5 姜堰凤凰书城 否 108,550,000.00 108,550,000.00 108,550,000.00  -     108,550,000.00   -    100.00% 2013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 ERP 建设项目 否 200,590,000.00 200,590,000.00 200,590,000.00  6,009,383.07   91,239,226.37   -109,350,773.63  45.49% 201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 基础教育出版数字化建设项目 否 353,500,000.00 353,500,000.00 353,500,000.00  413,600.00   253,266,293.49   -100,233,706.51  71.65% 201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 新港物流中心二期建设项目 否 349,900,000.00 349,900,000.00 349,900,000.00  2,411,451.48   298,875,445.38   -51,024,554.62  85.42% 201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是 51,100,000.00 2,993,300.00 2,993,300.00  -     2,993,300.00  
 

100.00% 201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6 
教育类出版物省外营销渠道建设项

目 
是 173,080,000.00 36,500,000.00 36,500,000.00  -     36,500,000.00   -    100.00% 201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7 职业教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 是 252,310,000.00 80,000,000.00 80,000,000.00  -     80,000,000.00   -    100.00% 2014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8 连锁经营网点改造项目 是 79,030,000.00 40,730,000.00 40,730,000.00  -     40,730,000.00  
 

100.00% 201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9 文化数码用品连锁经营项目 是 74,940,000.00 27,000,000.00 27,000,000.00  -     27,000,000.00   -    100.00% 201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10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1 募集资金改变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443,236,700.00 443,236,700.00  -    443,236,7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761,570,000.00 2,761,570,000.00 2,761,570,000.00 8,834,434.55 2,342,324,637.91 -419,245,362.09          

                            

超募资金投向 

1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56,880,704.00 1,556,880,704.00 1,556,880,704.00  -     1,556,880,704.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556,880,704.00 1,556,880,704.00 1,556,880,704.00  -    1,556,880,704.00  -    
 

    
 

  

  合计   4,318,450,704.00 4,318,450,704.00 4,318,450,704.00 8,834,434.55 3,899,205,341.91 -419,245,362.0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1.3 项因优化项目的体量、业态和效益需要,推迟了建设进度；1.4 因政府对原项目所在地块规划调整,无法继续在原地进行该项目建设,故已变更地点另行建设镇江凤凰文化广场。该调整议案已由凤凰传媒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

3 项因行业的市场、技术、业务发展等情况变化,考虑到项目实施后的可持续发展、适应新的变化及公司需求,公司对项目实施方案逐步优化论证并减缓了项目投入；4 项因调整原有建设方案；扩大该项目规模,有效降低土地成本，提高投

资效益,故推迟了建设进度,现已按新方案开工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项目 1.4 因政府对原项目所在地块规划调整，经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该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镇江绿竹巷 6 号，项目名称为“镇江凤凰文化广场”；6、9 项因行业的市场、技术、业务发展等情况变化，经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批准，终止实施，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8,452 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7 项由于公司通过收购厦门创壹，利用其已有的虚拟实训教学软件，大幅降低了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研发成本；公司与江苏省教育厅共建职业教育教材和

数字化资源研发基地，全面参与江苏省中职国示范校项目建设，示范校项目由江苏省教育厅牵头进行，采取共建共享的模式，统筹优化校企资源，降低了资金需求；根据公司长远经营发展战略，为合理有效地利用本项目剩余的募集资

金，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7,231.00 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 项因市场和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调整建设思路，由自主建设平台向依托第三方平台转变，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终止实施，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合计 4,810.67 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8 项因互联网发展导致的市场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取消改造方案等原因，经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终止实施，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3830 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经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 28,414 万元。其中：苏州凤凰国际书城 12,763 万元，南通凤凰国际书城 13,687 万元，扬州凤凰书城 26 万元，镇江凤凰书城 44 万元，姜堰凤凰书城 1,894 万

元。上述置换行为已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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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 810,675,529.48 元（含净利息收入 391,430,167.39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依据公司 201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以使用全部超募资金共计 1,556,880,704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人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分别从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兴业

银行和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40,000 万元、50,000 万元、50,000 万元和 156,880,704 元，共计 1,556,880,704 元超募资金用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