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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1〕13-12 号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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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鉴证报告仅供新华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新华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

材料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新华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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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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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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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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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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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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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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新华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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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新华都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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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

定，将本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新华

都购物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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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并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向倪国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16 号）核准，本公司向久爱致和（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股东郭风香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9,403,409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倪国

涛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335,227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崔德花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13,068,181股、向标的公司股东金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534,090

股，每股发行价格 7.04 元；同时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7,499,998股新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配套资金。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77,720,998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04 元，共计募集资

金 547,155,825.92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6,7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40,455,825.92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汇入本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验资费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 1,290,000.0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39,165,825.92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

验〔2016〕1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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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余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

福州温泉支行 
696293992 539,165,825.92  注 

合  计  539,165,825.92   

注：截至 2016年 6月 22日，公司将尾款 8.92元转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普通户，民生

银行专户余额为零并已办妥注销手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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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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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对照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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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支付采购货款 239,704,373.90 元，不能单独产生经济效益，公

司未单独核算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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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公司向标的公司股东郭风香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9,403,409 股、向

标的公司股东倪国涛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335,227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崔德

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3,068,181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金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6,534,090 股购买标的公司 100%股权；公司同时非公开发行 77,720,998股募

集配套资金净额 5.39 亿元。 

2016年 1月 6日，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股份已按照法定程序过户给本

公司，并在泸州市龙马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 年 1 月 7 日，久

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份已按照法定程序过户给本公司，并在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妥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 1月 11日，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00%股份已按照法定程序过户给本公司，并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 购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17,218.62    26,857.46  49,000.55 57,863.85 124,574.54 180,328.18 

负债总额    8,959.98    12,072.00  25,238.85 24,611.98 85,684.08 130,203.05 

所有者权益    8,258.64    14,785.46  23,761.70 33,253.28 38,890.46 50,125.13 

营业收入   29,289.94    33,278.82  66,722.82 115,902.00 113,381.97 145,737.52 

利润总额    6,505.13     7,495.29  9,456.92 11,144.83 6,371.56 11,142.35 

净利润    5,241.15     6,526.82  8,576.25 9,489.45 5,638.60 10,100.35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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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39,704,373.90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为 538,556.90 元。根据配套融资所募集资金的使用承诺，在扣除中介机构费

用后用于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 300,000,000.00 元，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支付采

购货款 239,704,373.90元，截至 2016年 6月 22日公司将尾款 8.92元转入公司在银行开立

的普通户，民生银行专户余额为零并已办妥注销手续。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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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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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54,715.58[注]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3,970.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3,970.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6年：53,9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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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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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购 标 的

公司 100%

股 权 现 金

对价部分 

收 购 标 的

公司 100%

股 权 现 金

对价部分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016年 1月 11日 

2 

补 充 上 市

公 司 流 动

资金 

补 充 上 市

公 司 流 动

资金 

23,970.44 23,970.44 23,970.44 23,970.44 23,970.44 23,970.44  2016年 6月 22日 

[注]募集资金总额未扣除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53,916.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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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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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 
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

现金对价部分 
不适用 注 9,403.41 5,655.18 10,090.63 45,574.48 注 

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 根据本公司与标的公司原股东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向本公司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5,070.00 万元、6,500.00 万元、8,520.00 万元。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5,248.23万元、6,594.86万元、8,582.17 万元。 

2. 收购标的公司后业绩承诺及实际完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业绩承诺 5,070.00 6,500.00 8,520.00    

实际完成情况 5,248.23 6,594.86 8,582.17 9,403.41    5,655.18  10,090.63 

3. 根据公司聘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久爱致和（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及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0﹞第 450号），2019 年末，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 2.19亿元，低于账面价值 6.80亿元，公司因此确认收购标的公司产生的商誉的减值损失 4.61亿元。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后

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后

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业资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后附之目

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后附之目

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已获授权独立出具报

告，未经 本所  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  后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       陈祖珍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未经 本人  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后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     骆

建新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未经 本人  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