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

“保荐机构”）做为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花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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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同花顺 2020 年度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310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发行人由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采用网下向

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8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2.80 元，共

计募集资金 88,704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011.12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85,692.88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438.03 万元后，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4,254.8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

会验〔2009〕256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同花顺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76,443.42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327.53 万元；202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579.73 万元，2020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27.63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83,023.15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755.1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2,986.86 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同花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同花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

理办法》，发行人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营业部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2010 年 4 月 15 日，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2 月 25 日，同花顺和子公司杭州同花

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教工路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2 年 4 月 14 日，

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变更子公司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决议，并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撤销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教工路

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2012 年 4 月 19 日，同花顺和子公司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

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6 年 3 月 10 日，同花顺与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中支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8 月 19 日，同花顺董事会通过了变更

同花顺和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决议，并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撤销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2018 年 8 月 20 日，同花顺及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通过以上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含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同花顺和相关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有 8 个募集资金专户、8 个定期存款账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浙江核新同花

顺网络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支行 

19-020101040031108 3,523,706.87 活期 

小 计 3,523,706.8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支行 

33001616727053001927 328,949.63 活期 

33001616727049000261*18 3,000,000.00 定期 

33001616727049000261*19 2,600,000.00 定期 

小 计 5,928,949.63   

广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134001516010019855 387,652.22 活期 

134001620010005916 4,000,000.00 定期 

134001620010005916 5,000,000.00 定期 

134001620010005916 4,346,185.65 定期 

134001610010012496 1,271,577.79 定期 

小 计 15,005,415.66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营

业部 

33001613535059198198 2,289,216.05 活期 

33001613535049198198*48 9,000,000.00 定期 

小 计 11,289,216.0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延中支行 

1202023029900012155 18,312,100.08 活期 

小 计 18,312,100.08   

民生银行杭州

分行 

630275655 52,106,727.39 活期 

小 计 52,106,727.39   

杭州同花顺数

据开发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支行 

19-020101040035646  11,258.78 活期 

19-020151100000729 12,050,000.00 定期 

小 计 12,061,258.78   

浙江同花顺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民生银行杭州

西湖支行 
630275495 11,641,200.06 活期 

小 计 11,641,200.06   

合  计 129,868,574.5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254.8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79.7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3,023.1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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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手机金融服务网二

期工程项目 
否 7,200.00 7,200.00 

 
6,765.93 93.97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注 3] 

 
不适用[注 6] 否 

2.同花顺系列产品升

级项目 
否 6,925.00 6,925.00 

 
6,914.19 99.84 

 
不适用[注 6] 否 

3.新一代网上交易服

务平台项目 
否 2,555.00 2,555.00 

 
2,548.29 99.74 

 
不适用[注 6] 否 

4.机构版金融数据库

项目 
否 6,265.00 6,265.00 

 
5,978.98 95.43 

 
不适用[注 6] 否 

5.营销服务网络建设

项目 
[注 1] 2,265.00 10,200.00 

 
9,894.61 97.01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

益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210.00 33,145.00 
 

32,102.00 
     



超募资金投向 
 

1.收购浙江国金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项目 
否 680.00 680.00 

 
680.00 100.00 2010 年 4 月 30 日 

 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

益  

  否 

2.同花顺运营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 
否 5,000.00 5,000.00 654.08 4,977.09 99.5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注 4] 

 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

益  

  否 

3.品牌建设及市场推

广项目 
否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注 3] 

 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

益  

  否 

4.金融衍生品综合运

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 
否 2,035.00 2,035.00 

 
2,035.00 100.00 2012 年 4 月 30 日   不适用[注 6] 否 

5.同花顺数据处理基

地一期工程 
[注 2] 11,166.00 20,666.00 

 
20,666.00 100.00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注 3] 

 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

益  

  否 

6.同花顺总部基地建

设项目[注 5] 
否 20,728.85 20,728.85 5,925.65 20,563.06 99.2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

益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1,609.85 51,109.85 6,579.73 50,921.15 
     

合计 
 

66,819.85 84,254.85 6,579.73 83,023.1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主要为运营大楼的建设和设备购置费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体

建设工程、精装修工程已基本完成。2020 年度投入为支付前期工程及装修尾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09年12月向社会公开发行1,68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88,70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449.1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4,254.85 万元，超出原募集计划 59,044.85 万元。 



2、2010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使用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资金中的 9,715 万元用于以下四个项目：（1）使用 680 万元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2）使用 5,000 万元用于建设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项目；（3）使用 2,000 万元用于同花顺 2010 年度品牌与

市场推广项目；（4）使用 2,035 万元用于同花顺金融衍生品综合应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同花顺金融衍生品综合应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已经完成，其他项目正逐步

开展。 

3、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将超募

资金中的 11,166 万元用于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  

4、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

施内容并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具体见[注 1]。 

5、2012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

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具体见[注 2]。 

6、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建设公司总

部基地的议案》，具体见[注 5] 

7、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具体见[注 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 年 1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自筹资金共计 3,627.03 万

元，其中：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项目 906.91 万元，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 1,131.71 万元，新一代网上交易服

务平台项目 944.61 万元，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 643.80 万元。2010 年 1 月 28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公司 2011 年 7 月 20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部分变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内容，集中资金在北京、上海等重点金融城市加大力度建设营销区

域管理中心，并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7,935 万元 

[注 2]因优化数据处理基地大楼设计方案，2012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资的

议案》，使用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资 9,500 万元 

[注 3]由于募投项目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受到项目所在地道路、水、电、煤气、网络等市政配套还处在设计优化中等原因的影响导致工程延期，公司对同花顺数据处理

基地一期工程、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及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等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公司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探索品牌与市场推广的思路和方法，依据历次推广的评估效果逐步修正推广的方式和节奏，基于谨慎和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原则，

放缓了“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的原定投入进度，该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注 4]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已完成，相关审批程序已经办理，暂时中止的因素已经消除。公司慎重考虑，认为项目已具备充分实施条件，决定重新启动同花顺

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相应调整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目前，已完成营运中心的主体建造工程，装修已完成 

[注 5]为解决公司发展规模壮大和办公场所紧缺的矛盾，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使用超募资金 20,728.85 万元和自有资金 15,907.15 万元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基地，主要用于公司总

部办公及研发，同时作为公司在全国的营运中枢。目前，该项目大楼主体工程、外立面幕墙已完工，大楼内部正在铺设管道及消防工程 

[注 6]由于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因此上述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的 2020 年度产生的效益是否达到预期不再适用；由

于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因此上述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的 2020 年度产生的

效益是否达到预期不再适用；由于金融衍生品综合运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因此上述同金融衍生品综合运用平台一期工程项目的 2020

年度产生的效益是否达到预期不再适用。由于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财务测算期仅测算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因此上述同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的 2020 年度产

生的效益是否达到预期不再适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中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

目主要内容为：在我国一线金融服务核心城市北京、上海两地建设营销区域管

理中心，并在北京、上海购置办公场地。该项目主要目的为：在一线金融城市

构建强大、稳定可控的区域营销中心，增强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和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进而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整体实力。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

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2、发行超募资金项目中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该项目主要内容为：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目前已更名为浙

江同花顺云软件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项目主要目的系通过收购浙江国金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人可以通过子公司间接获得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

许可，将公司现有的客户资源、业务模式、营销渠道等资源与投资咨询业务进

行结合，将最新信息技术和金融研究成果与用户潜在需求进行结合，推进技术

创新，为实现产业升级和主业拓展提供支撑。因此，该项目实施后，将对公司

整体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但其产生的效益，反映在公司整体经济效益中，

无法单独核算。 

3、发行人超募资金项目中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

益。该项目主要内容为：由全资子公司同花顺网络科技公司承建该运营服务中

心项目，项目资金由公司上市超募资金以增资的形式投入。建设完成后，由同

花顺网络科技公司以租赁的形式提供给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使用，租金不高于同

类地区、同类品质写字楼的租金。公司租入该运营服务中心后，将公司在杭州

的现有机房、网站、运营维护、数据录入、客户服务等部门迁入。该项目主要

目的为：（1）改善公司运营服务的基础环境，配置先进的运营工具，提升运营

服务品质；（2）进一步稳定运营环境，为优秀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吸引

并留住人才；（3）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强化客户关系，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

场领先地位；（4）增加优质固定资产，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增强抵抗通货膨

胀风险的能力，避免未来租金价格波动的风险。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



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4、发行人超募资金项目中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

项目主要内容为：通过广告、传播、推广（下载）、合作和事件营销五种手段来

推动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该项目主要目的为：扩大公司品牌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增强与投资者的情感联系，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推动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

法单独核算。 

5、发行人超募资金项目中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建设分两期，本项目为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

完成数据处理基地的基本建设，为二期提供硬件基础和人才储备，搭建杭州数

据处理中心的整体架构，初步建立服务器集群，建立基础测试环境和具有较强

处理能力的金融数据处理系统。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为：满足公司持续发展对数

据、信息加工处理的需要，同时满足公司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项目、同花顺系

列产品升级项目、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对办公场

所的需求。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同花顺《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报告认为，同花顺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0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同花顺股份公司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同花顺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



包括：查阅了发行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中介

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等。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同花顺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四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保荐机构对同花顺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核新同

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

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奚一宇                 缪   晏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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