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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43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0-050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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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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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

2020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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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23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18元/股，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65,900.00 万元，扣除本次支付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3,125.47

万元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301.53 万元后，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473.0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年 6月 21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于 2017 年 6月 21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571 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管理。 

（二）2020 年 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1,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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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减：上年末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32,717.93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28,755.07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3,341.73 

银行账户管理费、手续费 0.16 

加：利息收入 226.59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25,639.77 

 

截止至 2020年 6 月 30日，本公司已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61,473.00 万元，以

募集资金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6,557.96 万元，累计直接投

入募投项目 31,719.34 万元，累计支付银行账户管理费、手续费 0.70 万元，累

计收到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2,444.77 万元，期末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5,639.77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余额为 25,639.77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

后的利息净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州酒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该管理制度已

于 2015年 6月 3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8月 28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 

公司已与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

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 9月 19日，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州酒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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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议案》，并和全资子公司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及广发证券分

别与兴业银行广州越秀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

荔湾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9年 3月 29日，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州酒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变更募投项目相关实施主体增资并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2019年 4 月 1日，公司签署了以下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①公司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利口福公司”）、广州

酒家集团利口福（梅州）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利口福（梅州）公司”）、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广发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②公司与利口福公司、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湘潭）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利

口福（湘潭）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广发证券签订《募

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③公司与利口福公司、利口福（湘潭）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营业部、广发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④公司与利口福公司、利口福（佛山）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利口福（佛山）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广发证券签订《募集资

金五方监管协议》； 

⑤公司与广州酒家集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广州餐管公司”）、广酒

（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深圳餐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广发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⑥公司与广州餐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广发证

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投项目“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餐饮门店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

金已全部转入广酒（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办理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公司与广州酒家集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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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签署的

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酒

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的议案》。2020年 5 月 21日，

公司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梅

州）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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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391120100100177992 2017 年 6 月 21 日 22,785.00  已销户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699938081 2017 年 6 月 21 日 12,283.00  已销户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3602000729200589071 2017 年 6 月 21 日 4,387.00  已销户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3602000729200588967 2017 年 6 月 21 日 14,038.00 2,704.63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871691000002355 2017 年 6 月 21 日 9,462.00  已销户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注） 391120100100186119 2017 年 11 月 20 日   5,305.09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605019774 2017 年 11 月 20 日   672.03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3602000729200596821 2017 年 11 月 20 日   1,451.48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871504000002935 2018 年 5 月 28 日   791.32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梅州）食品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 399000100100240190 2019 年 4 月 1 日   1,569.16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湘潭）食品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 399000100100240072 2019 年 4 月 1 日   2,578.11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湘潭）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630882354 2019 年 4 月 1 日   146.67 活期 

利口福（佛山）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630883239 2019 年 4 月 1 日   947.22 活期 

广酒（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3602000719200670229 2019 年 4 月 2 日   2,664.06 活期 

广州酒家集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3602000719200666932 2019 年 4 月 1 日   已销户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梅州）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871629000004989 2020 年 6 月 30 日   6,810.00 活期 

合计    62,955.00 25,639.77  

注：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018 年 2 月 3 日出具关于广州越秀支行撤并的通知，原兴业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已获广东银监局批准同意终止经营，该支行所有业务

由广州东风支行承接。因此本公司原在兴业银行广州越秀支行相关业务均转移至兴业银行广州东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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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 1-6 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341.73 万元，具体情况详

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其创造的价值主要通过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

力、完善产品的品质和增进品牌知名度，增加销售和提高市场份额，从而为公司

创造新的价值，同时也为行业技术水平提升创造价值。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止

2017年11月21日以自筹资金累计投资6,557.96万元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止 2017 年 11 月 21 日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截止 2017年 11月 2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C10727 号）。本次置换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事项

已于 2017年 12月实施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4 月 13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8年 5

月 15日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为公

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资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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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3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一年以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产品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2亿元（含本数），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将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低风险、

流动性好、一年以内的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尚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

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授权额度，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尚未到期的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0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

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暂不存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

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年 3月，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利

口福食品生产基地（广州）扩建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地点、实施主体、部分项目内

容及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零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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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餐饮门店建设项目变更部分实施主体。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业经公司

于 2019年 3月 29日召开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12 月，公司对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餐饮门店建设项目和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延

期，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业经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 5月，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利

口福食品生产基地扩建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

限公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变更实施内容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广州酒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

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1

年 12月。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附表 2。 

(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

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8月 26日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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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473.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41.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072.5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277.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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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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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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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基地扩建项目 
是  19,578.50   19,578.50   19,578.50  2,066.24 12,435.93 -7,142.57 63.52 2020 年 12 月 3,856.45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

品零售网络项目 
是  1,585.00   1,585.00   1,585.00   78.49   1,558.95   -26.05  98.36  2020 年 12 月 720.30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

平台扩建项目 
是  3,812.00   3,812.00   3,812.00   151.57   3,521.93   -290.07  92.39  2021 年 12 月 433.80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餐饮门店

建设项目 
否  14,038.00   14,038.00   14,038.00   630.49   9,021.25   -5,016.75  64.26  2021 年 12 月 -563.93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4,387.00   4,387.00   4,387.00   346.34   3,067.89   -1,319.11  69.93  2021 年 12 月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湘

潭）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否  8,598.00   8,598.00   8,598.00   8,482.86 -115.14 98.66 2020 年 12 月 -197.86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

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是  9,474.50   9,474.50   9,474.50   68.60   188.52   -9,285.98  1.99  2021 年 6 月  不适用 否 

合计 —  61,473.00   61,473.00   61,473.00   3,341.73   38,277.33   -23,195.67  — — 4,248.7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止 2017 年 11 月 21 日以自筹资金累计投资 6,557.96 万元于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事项业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已于 2017 年 12 月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2020 年 1-6 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扩建项目、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已部分完工并产生收益。广州酒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餐饮门店建设项目运营时间较短，尚处于培育期，受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项目效益出现较大降幅。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湘潭）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建成时间较短，尚

未到月饼生产季节，项目效益较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正处于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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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扩建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19,578.50   19,578.50  2,066.24 12,435.93 63.52 2020 年 12 月 3,856.45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零售网络项目（变更实施内容及 

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

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 
 1,585.00   1,585.00   78.49   1,558.95  98.36  2020 年 12 月 720.30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

台扩建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

商务平台扩建项目 
 3,812.00   3,812.00   151.57   3,521.93  92.39  2021 年 12 月 433.80 不适用 否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

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

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

商务平台扩建项目 

 9,474.50   9,474.50   68.60   188.52  1.99  2021 年 6 月     不适用 否 

合计   34,450.00   34,450.00  2,364.90 17,705.32 — — 5,010.54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①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扩建项目变更原因： 

根据公司战略需求及业务发展规划，需进一步加快速冻产能建设以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同时，随着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及原材料波动等因素，腊味产品的市场销售增速及经营风险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进一步集中资源加快梅州基地速冻产能建设，公司将原广州酒家

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利口福食品生产基地扩建项目计划投资于梅州基地腊味车间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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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向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同时根据项目实施管理需求，调

整项目名称为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调整项目预定可使用

状态至 2021 年 6 月。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扩建项目本次变更前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21,303.00 万元，变更

1,724.50 万元到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之后，该项目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9,578.50 万元。 

②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变更原因： 

由于电商等新兴渠道渗透，线下零售业态近年受到较大冲击，且零售业态门店租金成本、人工成本不断攀升。

同时本年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线下门店的经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公司对连锁门店业务现状

及未来发展进行充分评估，为降低投资风险，谨慎考虑了项目推进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客观因素，将本项目部

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建设，促进公司

扩大食品制造业务规模，同时推动落实跨区域发展战略布局。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本次变更前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3,685.00 万元，变更

2,100.00 万元到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之后，该项目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585.00 万元。 

③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变更原因： 

根据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的建设情况， 结合公司当前实际经营需求，将原计划

在广州购置物业建设 2000m2 仓库调整为通过租赁完成建设，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同时为了提升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在保证本项目核心内容完成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

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促进扩大食品制造业务规模，同时推动落实跨区域发展战

略布局。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本次变更前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9,462.00 万元，变更

5,650.00 万元到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梅州）食品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之后，该项目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3,812.00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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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业经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