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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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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或“设研院”）董事会将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资金余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01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采用网上

定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1.42

元，募集资金总额745,560,000.00元。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收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697,098,600.00元（已扣除证券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48,461,400.00元），减除其他发行费用

8,378,662.2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688,719,937.74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截至

2017年12月6日，上述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金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1030005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28,195,082.20 元，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77,950,874.89 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

支出）。 

2、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所在公司名

称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

郑州陇海

路支行 

河南省交通

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8111101012600732094 153,123,400.00   注 1 

中国光大

银行郑州

河南省交通

规划设计研
77210188000299284 167,630,200.00   15,383,683.03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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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所在公司名

称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交通路支

行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长江路支

行 

河南省交通

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411899991010004196249  49,016,600.00   31,531,226.99  注 2 

中国民生

银行郑州

分行营业

部 

河南省交通

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608152635  250,000,000.00   注 1 

交通银行

长江路支

行 

河南省交通

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411899991010004196650  68,949,737.74   注 1 

交通银行

长江路支

行 

河南省交院

工程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注 3） 

411899991010004377937 25,000,000.00 2,261,022.25 活期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陇海路支

行 

河南中鼎智

建科技有限

公司（注 3） 

8111101013201201516 128,775,102.62 128,774,942.62  活期 

合  计    177,950,874.89  

注 1：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中信银行郑州陇海路支行账号为

8111101012600732094 的账户、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账号为 608152635 的账户及交

通银行长江路支行账号为 411899991010004196650 的账户均已注销。 

注2：截至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交通银行长江路支行账号为411899991010004196249

的账户余额 31,531,226.99 元，其中 11,531,226.99 元为活期存款；20,000,000.00 元为结构性

存款。 

注 3：河南省交院工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中鼎智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鼎科技”）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2018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向杨彬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88 号）批准，公司向杨彬、肖顺才、曲振

亭等 219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赟

国际”）87.20%股权。交易作价采用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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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中赟国际 87.20%

股权交易作价为 560,372,700.00 元，其中，以现金支付 273,607,821.75 元，剩余部分

286,764,878.25 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公司向杨彬、肖顺才、曲振亭、牛其志等 162 名

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孙伟、贾波等 57 名交易对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赟国际 87.20%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 A 股股票数

量合计 7,454,173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8.47 元。 

1、标的资产过户及验资情况 

根据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1700719015），中赟国际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为“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截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2019

年 1 月 17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赟国际 87.20%的股权已过户至设研院名下，相关变更

手续已办理完毕，设研院已持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中赟国际 87.20%的股权。 

除本次交易外，设研院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以自有资金收购杨彬持有的受让自中赟国

际中小股东所持部分中赟国际股票合计 1,066,000 股，占中赟国际总股本的 0.85%，交易价

格为 5.10 元/股，对应股权转让款合计 5,436,600.00 元。综上，设研院已合法持有中赟国际

88.05%的股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26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设研院名下，相关变更手续已办

理完毕。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8]41100004

号），审验了设研院截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上市公司原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29,600,000.00 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454,173.00 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37,054,173.00 元。 

2、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业务单号为

101000007569《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涉及非公开发行 7,454,173 股股份已完成登记。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9 年 1

月 18 日，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本次发行系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未募集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在专项账

户中的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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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并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集中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将原“提升研发能力项目”剩余的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为“设研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产业转化创新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子项目

“桥梁安全与技术转化智能建造生产基地项目”。“提升研发能力项目”后续项目建设由公司

自有资金继续投入。 

2020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南

中鼎智建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将原“提升研发能力项目”剩余的集资金用

途变更为：通过中鼎科技投资于“设研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产业转化创新基地项目（一期

工程）”子项目“桥梁安全与技术转化智能建造生产基地”。自本次增资通过董事会审议至

募集资金最终投资期间，该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及投资收益亦投入上述项目，并相应减

少中鼎科技自有资金投入的金额。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已将存放于中信银行郑州陇海路支行的原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8111101012600732094）内的募集资金共计 128,775,102.62 元（含利息）全部转存至全资

子公司河南中鼎智建科技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新开立的新募

集资金专户，并完成了公司原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涉及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18.70%。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变更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差异原因 

变更前 变更后 

1 提升研发能力  15,312.34   3,621.81   3,621.81   0.00  注 1 

2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0.00    
 

3 提升生产能力  16,763.02   16,763.02   15,310.72   -1,452.30  建设中 

4 提升管理能力  4,901.66   4,901.66   1,992.00   -2,909.66  建设中 

5 偿还银行贷款  6,894.97   6,894.97   6,894.97  0.00   

6 

设研院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及产业转化创新

基地项目（一期工程）

子项目“桥梁安全与

技术转化智能建造生

产基地项目”  

  12,877.51 0.00 -12,877.51    

转入该项

目的募集

资金尚未

使用（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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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变更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差异原因 

变更前 变更后 

7 
收购中赟国际 87.20%

股权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0.00 注 2 

注 1：见二、（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注 2：公司收购中赟国际 87.20%股权发行股份，未募集货币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变更

的情形。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使用募集资金

8,232.49 万元置换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河

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

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8】41030001 号），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

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并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对不超过 2.8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

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对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

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0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并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对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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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金融机构

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购买的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签约银行

名称 

产品名

称 

产品

类型 

币

种 
金额（元） 

实际理

财天数 

投资起始

日 

投资到期

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河南省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

浮动

收益 

人

民

币 

20,000,000.00 36 天 2020-9-28 2020-11-3 1.33%-2.70% 

（六）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

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

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提升生产能力项目通过加快市政工程、轨道交通、地下工程等专业的博士、高级工程师

以及各类注册师的引进和培养、不断加大配套设计、计算、结构软件以及计算机、大型绘图

仪等硬件投入，综合提升检测业务、养护业务等综合服务能力。 

提升管理能力项目提升生产能力项目包括协同设计系统的开发、应用系统的开发维护以

及硬件设施扩容优化和系统结构环境建设，实现设计效率和管理能力的快速提升。 

提升研发能力项目通过引进和培养高端技术人才组建研发团队，投入资金用于相关专业

设备购置、软硬件配套及技术研发，提高新技术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促进技术效能提升和技术

流程优化的能力。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通过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

安全、增强公司市场竞争能力。 

综上所述，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共 14 页第 7 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根据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1700719015），中赟国际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为“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截止 2019 年 1 月 17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赟国际 87.20%的股权已过户至设研院名

下，相关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设研院已持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中赟国际 87.20%的

股权。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8,275.26   82,055.40  84,985.87 

负债总额  42,406.37   40,850.55  40,596.0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45,141.41   41,175.71  44,389.79 

注：2020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40,656.49   32,350.48  26,064.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411.81 3,323.05 2,217.91 

注：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是否达到盈利预测以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甲方）与杨彬、肖顺才等共 59 名自然人（乙方）签署了《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 

乙方各方向甲方承诺：业绩承诺期内，中赟国际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200万

元、3,200 万元、4,200 万元及 5,200 万元。以上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单称“当年

度承诺净利润”，合称“承诺净利润总额”（即 14,800 万元）。 

2、业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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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业绩承诺期前三年而言（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若中赟国际截至当

年年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80%，

则乙方各方无需进行补偿，净利润差额部分顺延至下一年度合并计算；若中赟国际截至当年

年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80%，则当年度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方取

得的全部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对于业绩承诺期第四年而言，若标的公司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

利润总额，则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方取得的全部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3、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1100004），经审计的中赟国际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411.81 万元，超过了业绩补偿义

务人承诺的 2018 年度净利润值，业绩承诺已实现。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20]41100002 号），经审计的中赟国际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23.05 万元，超过了业绩补偿义

务人承诺的 2019 年度净利润值，业绩承诺已实现。 

上述业绩承诺仍在承诺期内，仍在执行中，未出现触发业绩补偿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有关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情况 

本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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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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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1、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68,871.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2,819.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12,877.5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2,819.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18.70%  2017 年度：7,000.00 2019 年度：6,646.96  

  2018 年度:  37,336.14 2020 年 1-9 月：1,836.4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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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研发能力 

提升研发能力 

15,312.34 

3,621.81 3,621.81 

15,312.34 

3,621.81 3,621.81 0.00  2020-12-31 

设研院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及产业

转化创新基地项

12,877.51  12,877.51  -12,877.51 20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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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期工程）

子项目“桥梁安

全与技术转化智

能建造生产基地

项目”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0.00    2018-2-28 

3 提升生产能力 提升生产能力 16,763.02 16,763.02  15,310.72  16,763.02 16,763.02  15,310.72   -1,452.30  2020-12-31 

4 提升管理能力 提升管理能力 4,901.66 4,901.66  1,992.00  4,901.66 4,901.66  1,992.00   -2,909.66  2020-12-31 

5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6,894.97 6,894.97  6,894.97  6,894.97 6,894.97  6,894.97   0.00  2018-3-31 

 小计  68,871.99 70,058.97 52,819.50 68,871.99 70,058.97 52,819.50 -17,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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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2018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8,676.4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8,676.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8,676.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8 年度: 28,676.4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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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实际投 

资金额 

（注 1）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收购中赟国际

87.20%股权 

收购中赟国际

87.20%股权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0.00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小计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28,676.49 0.00  

注 1：公司本次发行未募集货币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变更及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形。 

注 2：以中赟国际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之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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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1、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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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1 提升研发能力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提升生产能力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提升管理能力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偿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 

设研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及产业转化创新基地项目

（一期工程）子项目“桥

梁安全与技术转化智能建

造生产基地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均销售收

入 37,168.1 万元，年均净利润 1,727.2

万元。项目税后总投资内部收益率达

12.32% 

不适用 不适用 
尚未投入建

设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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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2、2018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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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1 收购中赟国际 87.20%股权 不适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 2,200 万元、3,200 万元、4,200

万元及 5,200 万元 

2,411.81 3,334.30 2,217.91 7,964.02 是 

注 1：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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