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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1-028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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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82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以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3 月 12 日总股本 407,097,8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2.9980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A 股股份，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122,049,456 股，实际配售 120,159,15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6,087.53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 971.61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5,115.92 万元，并且存放于公司董事会确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闽华兴所〔2018〕验字 H-002 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65,115.92 万元，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6,046.34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62,706.81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69.89万元，募集资金节余 2,879.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办理完毕销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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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57 号）核准，南威软件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 6,6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66,000.00 万元，扣除已从募

集资金中直接扣减的证券承销费及保荐费（含税）人民币 700.00 万元后，汇入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5,300.00 万元，扣除公司需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含税）人民币 338.5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4,961.50 万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并由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

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闽华兴所〔2019〕审核字 H-028

号”《验证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收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64,961.5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550.38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35,590.02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

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02.00 万元。2020 年度，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募投

项目的金额为 18,575.84 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为 933.65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30,873.48 万元(其中：银行存款 228.48 万

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0,645.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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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一）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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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丰泽”）与华泰联合证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广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告编号：2018-134）。

以上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

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配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南威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泉州分行 
79520188000241393 45,000,000.00 已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泉州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00715 438,755,394.30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 
1408010629008100882 75,303,000.00 已销户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泉州分行 
83110120420002455 94,056,000.00 已销户 

智慧城市（泉州

丰泽）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泉州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00833 - 已销户 

合计 653,114,394.30 已销户 

注 1：上表初始存放金额为 653,114,394.3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51,159,235.15 元，差额

1,955,159.15 元系未支付的发行相关费用，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 

注 2：公司配股募投项目之“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 PPP 项目”的建设分为两部分，

其中“智慧城市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研发”的投资主体为公司；“以 PPP 等模式参与智慧城

市建设与运营”的投资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

项目合计到位募集资金 438,755,394.30 元，初始全部存放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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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后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向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用于上述募

投项目增资的建设。 

（二）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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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分别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厦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协

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

户

名

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南

威

软

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丰泽支行 
1408010629601066677 132,761,600.00 90,886,935.6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11577 211,151,400.00 60,752,806.10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营业部 
80301600000655 179,087,000.00 157,074,719.6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丰泽支行 
79600188000011816 130,000,000.00 20,327.24 

合计 653,000,000.00 308,734,788.56 

注：上表初始存放金额为 653,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49,615,000.00 元，差额

3,385,000.00 元系未支付的发行相关费用，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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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

见附表 1“2018 年发行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详见附表 2“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配股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 6,046.34 万元。本次置换工作

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 6 个月，符合监管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

公告编号：2018-045）。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8）审核字

H-012 号《关于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

证报告》。 

2、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550.38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本次置换工作不

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

过 6 个月，符合监管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公

告编号：2019-078）。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

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9〕审核字 H-029 号”《关于南威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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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详见公告编号：2019-024）。 

截至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告编号：2020-052）。公司不

存在到期未归还资金的情形。 

2、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

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公告编号：2019-095）。 

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告编号：2020-108）。公司不存在到期

未归还资金的情形。 

2020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及保

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公告编号：2020-103）。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累计金额为

30,645.00万元，均未到期。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资金的情形。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配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额度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公告编号：20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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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受托方 委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履行情况 
实际获得收益

（含税）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产品(挂钩 SHIBOR 

B 款)-JGXCKB201902838 期 
85,000,000.00 2019/7/30-2019/10/31 3.95% 已赎回 867,354.17 

厦门银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产品-CK1903700 30,000,000.00 2019/9/12-2019-10/14 4.12% 已赎回 109,866.56 

厦门银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产品-CK1903701 80,000,000.00 2019/9/12-2019/12/26 4.21% 已赎回 982,332.98 

中国工商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产品-19ZH143C 130,000,000.00 2019/8/1-2019/9/3 1.95% 已赎回 232,835.34 

中国工商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产品-19ZH143J 200,000,000.00 2019/8/1-2019/12/26 3.90% 已赎回 3,141,369.86 

太平洋证券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荣耀专享 174 号 
50,000,000.00 2019/8/1-2020/1/6 4.60% 已赎回 995,616.44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产品

-JGXCKB201903935 期 
50,000,000.00 2019/11/5-2019/12/16 3.70% 已赎回 210,694.44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 SHIBOR 

A 款）2020 第 43 期 
100,000,000.00 2020/1/7-2020/7/8 4.00% 已赎回 2,033,333.33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 SHIBOR 

A 款）2020 第 44 期 
50,000,000.00 2020/1/7-2020/4/9 3.95% 已赎回 510,208.34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 SHIBOR 

A 款）2020 第 45 期 
80,000,000.00 2020/1/7-2020/3/10 3.90% 已赎回 546,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专户型 2020 年第 6 期 D 款 

100,000,000.00 2020/1/9-2020/2/11 3.80% 已赎回 343,561.64 

太平洋证券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荣耀专享 204 号 
50,000,000.00 2020/1/9-2020/7/8 4.60% 已赎回 1,140,547.95 

太平洋证券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祥瑞专享 15 号 
30,000,000.00 2020/2/13-2020/5/14 4.30% 已赎回 321,616.44 

太平洋证券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祥瑞专享 14 号 
70,000,000.00 2020/2/13-2020/8/13 4.60% 已赎回 1,605,589.04 

厦门银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结构性存款
CK2002755 

20,000,000.00 2020/4/14-2020/5/18 3.65% 已赎回 68,9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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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S201460]号结构性存

款 
30,000,000.00 2020/5/20-2020/8/18 3.50% 已赎回 258,904.12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 SHIBOR 

A 款）202008568 期 
75,000,000.00 2020/7/10-2020/9/11 3.40% 已赎回 446,250.00 

中国工商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专户型 2020 年第 145 期 U

款 

150,000,000.00 2020/9/1-2020/10/9 3.20% 已赎回 499,726.03 

厦门国际银

行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 SHIBOR 

A 款）2020099330911 期 
75,000,000.00 2020/9/14-2020/10/15 3.15% 已赎回 203,437.50 

银河证券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1920 期 80,000,000.00 2020/10/13-2020/11/11 3.47% 已赎回 220,558.90 

合计 / / 1,535,000,000.00 / / / 14,738,747.26 

注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4、2020-067、2020-089、2020-100、2020-109、2020-111、2020-115、20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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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 PPP 项目 

公司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将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关键技术融

合到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中，提升业务部署能力，积累智慧城市总包及运营经验，

将有助于公司在全国市场推广智慧城市总包及运营业务，并通过 PPP 项目的运营使

公司形成长期稳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有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

力，促进公司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良好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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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运营中心项目 

北京运营中心的建设，将有利于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优秀人才，有利于公司

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有利于公司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

效应和行业地位，增强持续发展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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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

况说明 

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营运资金需求量较大。随着近年来公司业

务范围和产品结构日益多元化，经营规模呈现高速增长，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不断提

高。公司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13,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以降低公司流动负债水平，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以满足业务发展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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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内容的情况 

1、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10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北京运营

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的实际到位募集资金 4,500 万元中的 3,000 万元（占配股募集

资金净额 4.61%）变更为用于“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该

项目预计总投资额 3,019.8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3,000 万元，不足部

分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详见公告编号：2018-096）。募投项目发生变更具体情

况，详见附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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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南威软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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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南威

软件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

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南威软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除将原募投项目“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4,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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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3,000 万元变更为用于“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外，南

威软件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等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

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南威软件在 2020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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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115.92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0.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706.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1%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止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止期末

投入进度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定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智慧城市综合管

理 平 台 研 发 及

PPP 项目 

否 43,680.02 43,680.02 43,680.02 0.16 43,796.19 116.17 100.2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电子证照共享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否 9,405.60 9,405.60 9,405.60 465.66 8,756.32 -649.28 93.10% 2019/12/24 3,916.38 

未到

效益

承诺

期 

否 

大数据处理与开

发平台项目 
否 7,530.30 7,530.30 7,530.30 - 7,630.11 99.81 101.33% 2019/6/20 1,337.98 

未到

效益

承诺

期 

否 

北京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 
是 4,500.00 1,500.00 1,500.00 690.71 1,558.04 58.04 103.8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智慧安溪县域医

疗卫生信息一体
是  3,000.00 3,000.00 74.00 966.14 -2,033.86 32.20% 2020/6/30 180.27 

未到

效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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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项目 承诺

期 

合计  65,115.92 65,115.92 65,115.92 1,230.54 62,706.80 -2,409.12 96.30%  5,434.6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 6,046.34 万元；上述自筹资金投入情况
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闽华兴所(2018)审核字 H-012

号《关于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
告》；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18 日将 6,046.34 万元募集资金自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转至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前次配股闲置募集
资金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累计使用 6,000 万元，已全额归还。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暂时补流资金的情
形。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且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额度可滚动使用。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理财产品已全部收回，累计实现收益 4,138,574.67 元。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使用配

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使用完毕的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8,790,038.70 元，占

配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4.42%。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

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益。智慧

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取得业主方验收，因与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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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支付尾款及质保金时间周期较长，目前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募投项目结

项后，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 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办理完毕销户手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15 

附表 2：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961.5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575.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590.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止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止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

-（1） 

截止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定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智能型放管服一

体化项目 
否 13,276.16 13,276.16 13,276.16 2,575.43   4,500.64    -8,775.52  33.90% 2021-6-30  

项目

尚在

建设

中，不

适用 

否 

公共安全管理平

台建设项目 
否 21,115.14 21,115.14 21,115.14 15,151.14  15,704.81    -5,410.33  74.38% 2021-6-30  

项目

尚在

建设

中，不

适用 

否 

城市通平台建设

项目 
否 17,570.20 17,570.20 17,570.20   849.28  2,384.57   -15,185.63  13.57% 2021-6-30  

项目

尚在

建设

中，不

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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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0.0 13,000.00   100.00% 已完成  
不适

用 
 

合计  64,961.50 64,961.50 64,961.50 18,575.85 35,590.02   -29,371.4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 1,550.38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本次置换工作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鉴证，出具了闽华兴所(2019)

审核字 H-029 号《关于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但尚未归还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30,645 万元，不存在到期未归还的情形。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4.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可滚动使用；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

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可滚动使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理财产品尚有余额 0 万元未

到期，累计已实现收益 1,473.87 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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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0,873.48 万元(其中：银

行存款 228.48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0,645 万元)占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的比

例为 47.53%。公司将积极推动募投项目的持续建设，严格按照募投项目的建设规

划和实施进度有序使用募集资金，确保所有募投项目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实施完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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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智慧安

溪县域

医疗卫

生信息

一体化

建设项

目 

北京运

营中心

建设项

目 

3,000.00 3,000.00 74.00 966.14 -2,033.86 2020/6/30 180.27 
未到效益

承诺期 
否 

合计 — 3,000.00 3,000.00 74.00 966.14 -2,033.86  180.27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因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尚未开始使用募集资金，为提高使用效率，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的实际到位募集资金 4,500

万元中的 3,000 万元（占配股募集资金净额 4.61%）变更为用于“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

建设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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