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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风语

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语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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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

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25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9 月更名

为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2017年10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000,000.00股，发行价为16.56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6,16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33,178,867.91元，

余额为人民币562,981,132.09元，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2,427,358.5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0,553,773.59元。该次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7]第 

17606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9月7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截止日 

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连路支行 31050175410000000425 19,269.20 0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 70150122000099024 18,219.85 16,9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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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行 8110201012200793984 11,269.03 12,228.40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121911356310501 7,540.04 5,514.45 

合计 56,298.12 34,720.90 

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连路支行（银行账号：31050175410000000425）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销户。 

截至2020年9月7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截至目前累计 

投入金额 

1 
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中

心建设项目 
25,268.22 18,219.85 2,694.09 

2 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10,456.91 7,540.04 2,362.43 

3 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信息化项目 15,628.46 11,269.03 0 

4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25,000.00 18,026.45 18,026.45 

合计 76,353.59 55,055.37 23,082.97 

（二）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称“原项目”）为数字文化技术开

发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

信息化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原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1 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16,978.05 

2 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5,514.45 

3 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信息化项目 12,228.40  

合计 34,720.90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金额占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含利息）的63.07%。 

公司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称“新项目”）为开化县公共文化

广场项目、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迁建项目、洋浦展示馆项目，乐清市规划展示馆项

目、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新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 11,000.00 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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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迁建项目 7,300.00  6,200.00 

3 洋浦展示馆项目 3,400.00  2,900.00 

4 乐清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3,000.00 2,500.00 

5 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4,700.00 4,000.00 

6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9,620.90 9,620.90 

合计 39,020.90  34,720.90 

(注：自本次变更通过董事会审议至募集资金最终投资期间，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及投资收益均作

为募集资金投资额投入新项目，并相应减少公司自有资金投入的金额。)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0年9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项目已取得上海市闸北区发改委出具的“闸发改投备

[2016]8号”备案批复文件。该项目拟建设国内领先的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

究中心，研究开发国内外领先的数字文化展示技术并实现技术的更新与升级。公

司为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该项目投资总额为25,268.22万

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18,219.85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用为1,260.00万元，

硬件设备投入为14,281.78万元，软件设备投入为4,544.44万元，人员费用为

3,672.00万元，研究开发费用为300.00万元，基本预铺费为1,210.00万元。该项目

原计划分3年投入，其中第一年拟投资10,253.86万元，第二年拟投资11,249.11万

元，第三年拟投资3,765.25万元。该募投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整体投资估

算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投资占比 

1 工程建设费用 1,260.00 4.99% 

2 硬件投资 14,281.78 56.52% 

3 软件投资 4,544.44 17.98% 

4 研发人员费用 3,672.00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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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开发费用 300.00 1.19% 

6 基本预铺费 1,210.00 4.79% 

合计 25,268.22 100.00% 

该项目实际到位募集资金18,219.85万元，截至2020年9月7日，公司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2,694.09万元，完成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14.79%，剩余募集资金16,978.05

万元（含利息）。 

2、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该项目已取得上海市闸北区发改委出具的“闸发改投备[2016]5号”备案批复

文件。该项目拟在风语筑设计大楼内进行整体展示项目新建或改造，包括展示体

验营销中心和信息化建设。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将通过单独展项或主题空间的设置

予以过渡衔接，给参观体验者以视觉冲击力；信息化建设主要是对风语筑设计大

楼进行信息化改造。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该本项

目投资总额为10,456.91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7,540.04万元。其中工程建

设费用为2,760.00万元，硬件投资费用为6,508.10万元，软件投资费用为690.86万

元，基本预铺费为497.95万元。该项目原计划分2年投入，其中第一年投资6,137.54

万元，第二年投资4,319.37万元。该募投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整体投资估

算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投资占比 

1 工程建设费用 2,760.00 26.39% 

2 硬件投资 6,508.10 62.24% 

3 软件投资 690.86 6.61% 

4 基本预铺费 497.95 4.76% 

合计 10,456.91 100.00% 

该项目实际到位募集资金7,540.04万元，截至2020年9月7日，公司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2,362.43万元，完成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31.33%，剩余募集资金5,514.45

万元（含利息）。 

3、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信息化项目：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该项目已取得上海市闸北区发改委出具的“闸发改投备[2016]21号”备案

批复文件。该项目拟建设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信息化项目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

主要负责搭建和研发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研发内容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

管理系统、智慧城市模型建设研发、三维城市展示技术研发、综合地理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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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可视化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建设研发、城市监控数字展示技术研发及云

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该项

目投资总额为15,628.46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用为540.00万元，设备投资费用为

9,505.75万元，人员费用为3,240.00万元，研究开发费用为420.00万元，基本预备

费用为502.2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1,420.43万元。该项目原计划分2年投入，其

中第一年投资9,255.59万元，第二年投资6,372.87万元。根据项目可行性报告，该

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运营期间内年均新增销售收入12,550.00万元，年均新

增净利润3,985.60元，整体投资估算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投资占比 

1 工程建设费用 540.00 3.46% 

2 设备投资 9,505.75 60.82% 

3 人员费用 3,240.00 20.73% 

4 研究开发费用 420.00 2.69% 

5 基本预铺费 502.29 3.21% 

6 铺底流动资金 1,420.43 9.09% 

合计 15,628.46 100.00% 

该项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决定终止实施。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尚未发生

实际投入金额。该项目实际到位募集资金11,269.03万元，截至2020年9月7日，该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12,228.40万元（含利息）。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原拟主要研究开发国内外领先

的数字文化展示技术并实现技术的更新与升级。但在具体项目执行中，由于行业

趋势变化及技术更新迭代较快，当初立项的募投项目，特别是7D影院、光电与

LED技术、影视动漫制作的研发应用，已无法匹配公司相关技术升级换代的进程，

较难提升公司整体技术优势。同时，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导致该项目按原计

划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均降低，若仍按照原有的规划来推进该项目实施，公司

可能面临募集资金投资风险。 

公司近三年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17,947.11万元，并致力于CG 特效、人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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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裸眼3D、全息影像、5G云XR、AI人工智能、大数据可视化等新型数字化技

术及沉浸式体验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数字文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的变更，并不会降低公司在研发活动上的投入力度，未来公司将持续重视研发投

入，以满足市场及客户对各类数字化体验场景的需求。 

2、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原拟通过对公司大楼整体创意设计改造，提升

参观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客户认知度。该项目实施过程中，

本着节约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满足公司员工数量增长对办公场

地的需求基础上，公司最终仅对部分楼层进行营销改造。公司目前已初步完成对

展示体验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改造，能够满足公司现阶段营销的需求，如若公司

未来产生体验营销的新需求，将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 

3、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信息化项目 

三维城市展示及地理信息化项目已于2018年10月30日公告终止，原拟对公司

城市数字沙盘展示项目进行升级，该研发项目的应用能够提高公司城市馆类项目

智慧城市信息化系统展示项目的建设能力。该项目立项较早，由于城市地理信息

技术全国性统一平台的形成晚于预期，全国尚未打通平台壁垒，如果在此基础上

加大技术投入，技术难度及成本较高，导致耗时太长，短期内难以形成自身技术

优势，不利于与市场上已经成熟的部分产品竞争。同时，近年来市场环境发生变

化，公司现有产品及技术更新积累已基本满足现阶段市场需求，导致该项目按原

计划实施的必要性降低，若仍按照原有的规划来实施，可能面临募集资金投资风

险、投资回报不确定的风险。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经公司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并拟报股东大会审批，

变更后的募投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一）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 

1、项目名称  

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 

2、项目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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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名称：开化县两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芹阳办事处凤凰中路55号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内容  

项目地点：浙江省开化县 

合同金额：15,536.50万元  

项目期限：预计2021年完工   

项目内容： 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是开化县的文化客厅，集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馆、青少年宫、规划展示馆、档案馆、游客体验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于一体。

公司负责设计施工一体化，包括展厅布展总体策划、互动软件开发、宣传影片建

模拍摄制作、多媒体系统集成等。 

4、投资计划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11,000万元，其中9,500万元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投

入，预计2020年投入2,900万元，2021年投入6,600万元，其余通过自有资金投入，

工程计划完工时间为15个月。总投资估算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估算 

（万元） 

投资占比

（%） 

1 
设计、CG、互动科技、多媒体、软硬件集成、模型等费

用 
7,170.50  65.19% 

2 配套装饰工程 3,212.10  29.20% 

3 配套安装工程 617.40  5.61% 

合计 11,000.00  100.00% 

5、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预计收入为14,300万元 ,预计毛利额为3,300万元,预计建设周期为

2020-2021年,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迁建项目 

1、项目名称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迁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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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对方  

对方名称：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221号1栋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类型： 非公司企业法人（国有经济） 

3、项目内容  

项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弹子石广场二期 

合同金额：11,700.00万元  

项目期限：预计2020-2021年完工  

项目内容：重庆市规划馆，包括规划展览与城市会客厅功能，将以人民为中

心，致力于打造绿色、智慧及创新示范于一体的全国一流展示空间。公司负责设

计施工一体化，包括场景布展、影视影片制作、系统集成、媒体制作、模型制作、

人工智能大数据展示应用、城市会客厅展示等。 

4、投资计划 

该项目由公司与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建工第

二建设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并签订合同，合同总金额25，000万元，其中

公司的合同金额11，700万元。公司预计总投资7,300万元，其中6,200万元由本次

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投入，预计2020年投入4,400万元，2021年投入1,800万元，

其余通过自有资金投入，工程计划完工时间为12个月。总投资估算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估算 

（万元） 

投资占比

（%） 

1 
设计、CG、互动科技、多媒体、软硬件集成、模型等费

用 
5,940.64  81.38% 

2 配套装饰工程 1,164.89  15.96% 

3 配套安装工程 194.47  2.66% 

合计 7,300.00  100.00% 

5、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预计收入为10,700万元 ,预计毛利额为3,400万元,预计建设周期为

2020-2021年,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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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浦展示馆项目 

1、项目名称  

洋浦展示馆项目 

2、项目对方 

对方名称：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3、项目内容  

项目地点：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合同金额：5,462.55万元  

项目期限：预计2021年完工  

项目内容：洋浦经济开发区展示馆功能上以“城市展示+参观接待+招商引资

+互动体验”为主，兼具“会议、交流”功能。公司负责设计施工一体化，包括

展厅布展总体策划、互动软件开发、宣传影片建模拍摄制作、多媒体系统集成等。 

4、投资计划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3,400万元，其中2,900万元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投

入，预计2020年投入1,100万元，2021年投入1,800万元，其余通过自有资金投入，

工程计划完工时间为15个月。总投资估算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估算 

（万元） 

投资占比

（%） 

1 
设计、CG、互动科技、多媒体、软硬件集成、模型等费

用 
2,811.21  82.68% 

2 配套装饰工程 366.79  10.79% 

3 配套安装工程 222.00  6.53% 

合计 3,400.00  100.00% 

5、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预计收入为5,000万元,预计毛利额为1,600万元,预计建设周期为2020-

2021年,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乐清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1、项目名称  

乐清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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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对方 

对方名称：乐清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3、项目内容  

项目地点：乐清市中心城区1101大楼 

合同金额：4,600.08万元  

项目期限：预计2021年完工  

项目内容：乐清市规划展示馆展示乐清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代建设成就、未

来建设发展远景。公司负责设计施工一体化，包括展厅布展整体设计策划、“VI

系统”设计、总规模型、多媒体影片、中控系统、软硬件系统集成等。 

4、投资计划 

该项目由公司与上海同济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并签订

合同，合同总金额4,600.08万元。公司预计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2,500万元由本

次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投入，预计2020年投入1,000万元，2021年投入1,500万元，

其余通过自有资金投入，工程计划完工时间为15个月。总投资估算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估算 

（万元） 

投资占比

（%） 

1 
设计、CG、互动科技、多媒体、软硬件集成、模型等费

用 
2,099.08  69.97% 

2 配套装饰工程 604.86  20.16% 

3 配套安装工程 296.06  9.87% 

合计 3,000.00  100.00% 

5、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预计收入为4,200万元,预计毛利额为1,200万元,预计建设周期为2020-

2021年,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1、项目名称  

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2、项目对方 

对方名称：南平市武夷新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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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内容  

项目地点：武夷新区天圆地方 

中标金额：7,177.04万元（已中标尚未签订合同） 

项目期限：预计2021年完工 

项目内容：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建成后将成为了解南平市的一个重要窗

口；成为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基地。公司负责设

计施工一体化，包括展厅布展总体策划、城市影院、CAVE空间沉浸式体验系统、

多媒体系统集成等。 

4、投资计划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4,700万元，其中4,000万元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投

入，预计2020年投入1,600万元，2021年投入2,400万元，其余通过自有资金投入，

工程计划完工时间为15个月。总投资估算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估算 

（万元） 

投资占比

（%） 

1 
设计、CG、互动科技、多媒体、软硬件集成、模型等费

用 
3,511.68  74.72% 

2 配套装饰工程 926.05  19.70% 

3 配套安装工程 262.27  5.58% 

合计 4,700.00  100.00% 

5、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预计收入为6,600万元,预计毛利额为1,900万元,预计建设周期为2020-

2021年,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建设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六）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随着公司主营业务规模不断增加，公司需要更多的营运资金支持，公司拟将

剩余募集资金9,620.90万元（含利息）用于永久补充营运资金，这将有利于进一

步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稳

步健康发展。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新项目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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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 

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规划展示

馆、档案馆、游客体验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于一体，是开化县近年来重点打造的

文化新地标。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将重点诠释开化县“厚重的历史、最美

的当下、辉煌的未来”。 

2、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迁建项目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是展示宣传重庆的重要窗口之一，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新的规划馆，包括规划展览与城市会客厅功能，将以人民

为中心，致力于打造绿色、智慧及创新示范于一体的全国一流展示空间，将用16

个展区来展示新发展理念、重庆工作情况，不断优化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系列成果，

展示重庆的历史、现在以及美好的未来。 

3、洋浦展示馆项目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是自贸港建设的

样板间，洋浦经济开发区展示馆是介绍洋浦、展示洋浦、展望洋浦、推介洋浦的

重要窗口，对外交流、招商平台和群众参观、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好看、

好用、好评”的网红打卡地。 

4、乐清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乐清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需要通过规

划展示中心的建设展示乐清的规划及建设成就。乐清市规划展示馆项目，将乐清

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代建设成就、未来建设发展远景和城乡统筹规划予以展示，

将展示馆打造成为乐清提升文化品位、交流发展、展示对外形象的一个新的窗口

和城市名片，并成为乐清人文历史、各领域建设工作宣传和教育的重要阵地。  

5、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 

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建成后将更形象集中地宣传、展示南平悠久的历

史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南平城市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南平未来发展的宏伟

蓝图；成为南平市社会各界、广大市民了解规划、参与规划、宣传规划的一个重

要平台，成为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基地，进一步

增强市民的认同感、荣誉感、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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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是公司将于近期重点打造的精品项目，公司将运用强大的创意设计

手法、沉浸式数字技术手段及场景空间营造能力，将上述项目打造成既具备城市

规划宣传、科普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同时又能作为社会大众受积极参与、

互动性强、趣味性浓的城市数字化体验空间。 

综上，上述项目的实施既具备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也将会给公司带来较好

的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有助于加快推进公司在手订单的实施与转化，进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公司

整体效益。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市场风险：尽管公司已经对新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审慎测算，认为新

项目投资收益良好、项目可行，但该经济效益信息为预测性信息，在实际实施过

程中，受市场环境发展、客户的需求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存在可能导致新项目不

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2、施工进度风险：受客户需求、开工时间、设计方案、施工难度等因素影

响，将导致项目建设进度滞后以及客户验收延期。 

为有效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加强上述项目工程进度的控制和管理，加大服

务和协调力度，确保按照计划工期完成，及时交付运营；同时公司将做好相关预

案，并加强与项目政府方的充分沟通，尽可能降低项目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将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的作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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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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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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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是公司基于自身经营需求、经公司研究论证

后做出的安排，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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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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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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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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