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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5760号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通

控股”）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吴通控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吴通控股申请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吴通控股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

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

字[2007]500号）编制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吴通控股董事会编制

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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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吴通控股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吴通控股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育勤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沈景初 

 

 

 

 

 

中国·上海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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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

字[2007]500 号）的规定，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系由“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094 号《关于核准江苏吴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向谭思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5,082,640股及支付现金 40,500.00 万

元的方式购买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众广告”）100%股权。

其中发行 45,865,526 股加上人民币 311,450,349.00 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购买谭

思亮持有互众广告72.4013%的股权；发行 5,823,184股加上人民币 36,236,843.00

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购买何雨凝持有互众广告 8.9474%的股权；发行 274,030

股加上人民币 1,705,252.00 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购买罗茁持有互众广告

0.4210%的股权；发行 2,808,832股加上人民币 17,478,962.00元现金作为支付对

价购买广东启程青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互众广告 4.3158%的

股权；发行 3,767,940 股加上人民币 23,447,358.00 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购买启

迪创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互众广告 5.7895%的

股权；发行 1,179,621股加上人民币 7,340,618.00 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购买万阳

春持有互众广告 1.8125%的股权；发行 1,179,621股加上人民币 7,340,618.00 元

现金作为支付对价购买张立冰持有互众广告 1.8125%的股权；发行 4,183,886

股作为支付对价购买北京金信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互众广告

4.50%的股权。同时，公司向苏州新互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非公开发行股

份 22,233,201股以募集配套资金 33,750.00 万元与公司自有资金 6,750.00 万元，

向互众广告全体股东支付现金对价为 40,500.00 万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4.52 元/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5.18 元/股。交易标的作价根据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5]12 号《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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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确定，互众广告评估基准日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135,013.25 万元，交易双

方商定本次交易对价为 135,000.00 万元。2015 年 6 月 11 日互众广告完成工商

注册变更，股权登记变更为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2015 年 6 月 12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65,082,640 股验资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5]第 114503 号验资报告。2015 年 7 月 14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2015 年 8 月 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次交易所涉

及的向苏州新互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发行 22,233,201 股验资事项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735 号验资报告。2015 年 8 月 5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2015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领取了变更注册资本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896.7970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向配套融资投资者苏州新互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233,201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5.18 元，共募集

资金 33,750.00万元。2015 年 7 月 31 日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

部分承销商承销等费用 1,500.0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2,250.00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2015 年 8 月 7 日，公司将专户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 2.07 万元转入公司基本

账户，并办理了专户注销手续。该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开户银行、西南证券签

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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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

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对外转让

或置换情况。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

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募集资金尚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2015 年 6 月 11 日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

名下，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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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095.11 21,151.79 29,036.98 

负债总额 5,570.29 6,950.30 3,56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13,524.81 14,201.49 25,470.53 

 

(三) 生产经营情况 

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图文

设计制作等互联网广告服务业务，在互联网精准营销领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经营情况正常。 

 

(四) 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 至 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净利润 -676.67 -8,525.17 3,845.83 

减：非经常性损益 11.25 -543.11 121.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7.92 -7,982.06 3,724.41 

 

(五) 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与交易对方签署了《业绩承诺

及补偿协议》，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0,006 万元、

13,000 万元与 16,902万元。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互众广告 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3515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互众广告

2015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50.44 万元，高于业绩承诺金额

10,006.00 万元，2015 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互众广告 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3363号审计报告，经审计互众广告

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04.60 万元，高于业绩承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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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 万元，2016 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互众广告 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2894号审计报告，经审互众广告 2017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69.11 万元，高于业绩承诺金额

16,902.00 万元，2017 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

内容逐项核对，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相符。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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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以股权过户日期填列。 

募集资金总额： 32,25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2,25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15 年： 32,25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注）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购买互众广告（上海）

有限公司配套募集资金 

购买互众广告（上海）

有限公司配套募集资金 
32,250.00 32,250.00 32,250.00 32,250.00 32,250.00 32,250.00  2015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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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注 1）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5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 至 6 月 

1 

购买互众广告（上海）

有限公司配套募集资金 
不适用 10,006.00 13,000.00 16,902.00 3,724.41 -8,525.17 -687.92 35,335.47 注 2 

注 1：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均为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注 2：是否达到预计效益详见本报告四、（5）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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