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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北京汇冠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

教育”、“汇冠股份”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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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管规则的要求，对三盛教育拟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宜

进行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刘胜坤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7 号）核准，三盛

教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8,268,551 股，发行价格为 28.3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516,999,993.3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9,295,724.7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7）第 20201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账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三盛教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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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北京汇冠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三盛教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699421971，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国信证券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盛教育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设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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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7010122000714160，并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国

信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广东智慧课堂云计算有限公司（三盛

教育通过全资子公司恒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99852500，并与三盛教育、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国信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盛教育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余额为 116,249,820.40 元（含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后的利息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 699421971 专用账户 35,456,979.9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7010122000714160 专用账户 51,523,910.5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9852500 专用账户 29,268,929.96 

合计 116,249,820.40 

2020 年 6 月 17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上市公司使用不超过 11,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截至目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2019 年 12 月 19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议案》，将“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建设完

成日期调整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三盛教育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及相关费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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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次重组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累计投资 累计投入比例 

支付现金对价 24,180.00 24,180.00 100.00% 

支付相关费用 749.57 50.00 6.67% 

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

设与运营项目 
25,000.00 15,339.64 61.36% 

合计 49,929.57 39,569.64 79.25% 

三、本次募投项目拟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一）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的相关情况 

1、募投项目原计划 

（1）项目名称：“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 

（2）立项批准：经 2016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6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 年 3 月 20 日，募集资金全部到

位。 

（3）项目实施主体：恒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峰信息”）为募投项

目单独成立的子公司，即广东智慧课堂云计算有限公司。 

（4）投资规模：约 2.5 亿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分项名称 投资预算（万元） 

一、应用系统 8,200.00 

二、服务器及存储工程 6,856.30 

三、网络及安全工程 2,332.00 

四、电气工程 1,300.00 

五、空气调节工程 403.60 

六、消防工程 600.00 

七、弱电工程 1,200.00 

八、装修工程 1,108.10 

九、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00.00 

合计 25,000.00 

（5）计划投入进度和建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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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计划于 2017 年上半年启动，建设期 3 年。2019 年 12 月 19 日，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议案》，建设完成

日期调整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预计效益 

经测算，本项目税前静态回收期（含建设期）为7.78年，税前内部收益率为15.46%。 

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1）实际实施主体：广东智慧课堂云计算有限公司 

（2）累计投入金额和明细构成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累计投入资

金 15,339.64 万元，实际投资明细如下： 

分项名称 投资预算（万元） 

一、应用系统  7,866.83 

二、服务器及存储工程  5,349.58 

三、网络及安全工程  437.20 

四、电气工程 167.24 

五、空气调节工程 53.21 

六、消防工程  45.20 

七、弱电工程  257.71 

八、装修工程 689.23 

九、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73.43 

合计 15,339.64 

（3）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成效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数据中心建设、资源与课程建设以及相应的运营管理投入，截

至 2020 年 9 月，项目已按照计划完成数据中心建设、基础教育资源和课程开发，教育

资源和课程的深度开发进展和运营管理投入进展低于预期。 

项目建设协助恒峰信息“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产品的研发和落地，成功中标云南

省“云上教育”项目等顺应教育信息化 2.0 的新趋势的项目。 

（4）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及专户存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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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剩余资金加

上支付相关费用的剩余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1,624.98 万元，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 699421971 专用账户 35,456,979.9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7010122000714160 专用账户 51,523,910.5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9852500 专用账户 29,268,929.96 

合计 116,249,820.40 

（5）项目建设形成资产的后续使用安排 

由于项目建设效果不及预期，上市公司拟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提前终止本次募

投项目。基于审慎性原则，上市公司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

查和减值测试，判断其中部分无形资产存在减值迹象。上市公司聘请了中介机构进行

资产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该部分无形资产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具体内容详

见上市公司公告。 

项目建设所形成的数据中心、基础教育资源和课程可持续为恒峰信息智慧教育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支撑，服务于恒峰信息“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设的发展战略。 

（二）上市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规划的主要任务包括“实

现公共服务平台协同发展”以及“加快探索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模式”，其主要内容

有：积极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资源平台、管理平台的建设、应用模式；

鼓励企业根据国家规定与学校需求建设资源平台，提供优质服务；“十三五”末，要形

成覆盖全国、多级分布、互联互通的数字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为学习者享有优质数

字教育资源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提升教育信息化支撑教育教学的水平；鼓励企业积

极提供云端支持、动态更新的适应混合学习、泛在学习等学习方式的新型数字教育资

源及服务。 

2016 年 7 月，上市公司制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恒峰信息 100%股权方

案，“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的核心是建设教育信息化云端平台与

服务。通过这一平台，可以提供覆盖教育管理、教学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课堂教学

支持、课后学习辅导等学校教育与学生校外个性化学习全景式全媒体智慧教育平台，

是未来让教育真正走向个性化、智能化的重要支撑平台，也是提升上市公司与并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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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效应的重要手段。 

教育部 2018 年 4 月制定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国务院 2019 年 2 月颁布

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上

述政策的推出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数字化校园的建设以及行业内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对教育信息化企业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上市公

司为了把握上述战略机遇期，更好地推进“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

的建设，因此经过审慎研究，并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

况，上市公司将“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建设完成日期调整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由于在向教育信息化 2.0 转型过程中，新的教育信息化模式前期研发投入较大，

而商业模式尚处于探索过程中，还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叠加 2020 年度爆发的新冠

疫情的影响后，“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建设在完成数据中心建设、

基础教育资源和课程开发阶段后，上市公司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综合分析了项目建设继

续投入的资金成本和预期收益后，主动放缓了教育资源和课程的深度开发进展和后期

运营管理投入。截至目前，上市公司认为今后一定时期内仍不具备明确可预期的盈利

模式，经审慎判断，拟终止“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建设。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情况 

上市公司拟终止“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 11,624.98 万元（含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后的利息收入）全部转入上市公司基本存款账

户用于永久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同时注

销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 

上市公司明确了“做大做强智慧教育和学历教育服务，加深智慧教育和学历教育

的链接，提升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的战略发展方向，明确了“外延为突破、内生为

基础”的战略落地路径，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为上市公司新

业务拓展提供资金支持，按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测算，本次变更预计可为上市公

司每年减少利息支出约 505.69 万元，降低上市公司财务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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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承诺在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

交易等高风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相关审核与批准程序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 2016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投项目“智慧教育云计算数据中

心建设与运营”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11,624.98 万元（含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后的利息收入）全部转入公司基本存款账户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同时注销

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尚需提交上市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三盛教育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关于上市公司募投项目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独立

董事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624.98 万元（含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后的利

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三盛教育拟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实施，

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三盛教育拟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独立财务顾

问对三盛教育拟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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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

项目终止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谭杰伦  赵辰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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