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赛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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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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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因赛集团 2020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04 号）核准，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公开发行 21,135,355 股新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 16.53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9,367,418.15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

民币 44,165,327.5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202,090.63 元，实际募

集资金入账金额为 316,561,061.09元（包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1,358,970.46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出具

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1041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相关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公司与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16.83 万元（其中包

括：置换前期投入项目资金 1,696.27 万元，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20.56 万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合计人民币 407.19 万

元，支付股票发行费用 839.8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29,506.65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29,506.65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9,129.98 

支付前期垫付发行费用 296.08 

银行账户管理费、手续费  0.06  

加：利息及理财收入 587.8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20,668.32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减的结果存在尾数上的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

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于 2017 年 3 月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能履行相应的请款审批手续，如实

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到位后，分别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天安支行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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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在各银行实际结存余额



206,683,162.75 元，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截止日余额 

1 

广东因赛

品牌营销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安支行 
120908975910605 121,998,568.00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 
120908975910102 1,582.94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番禺天安支行 
44050153004600000870 33,875,643.30 

4 
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

厦支行 
15000099431258 29,402,535.27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 
120908975910804 21,404,833.24 

合计 206,683,162.7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是为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

台建设项目及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等提供研发技术支持，系巩固及强化公司内在竞

争力的必要手段，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涉及效益指标测算。 

（2）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是为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

台建设项目及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等提供人才储备支持，系巩固及强化公司核心竞

争优势的必要手段，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涉及效益指标测算。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0 年 11 月，公司变更原“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和“多媒体展示

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并将项目

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业经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12 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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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品

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

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

目前期自筹投入资金进行资金置换。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独立

董事分别就此议案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和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就此出具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10050 号）。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

资额 1,697.04 万元，置换金额为 1,696.27 万元，并已于 2019 年 12 月实施完毕。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以购买结构性存



款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八）未达到计划进度及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1、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1）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因外部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将品牌营销服务网络

拓展项目进行变更，变更为支付“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51.01%的

股权项目”总体对价中除 2020 年度内已支付的首期款之外的剩余对价款 7,038.00

万元，以及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101.22 万元；剩余的 4500 万元 ，则调整原

项目计划——从“自建分子公司”的单一服务网络搭建模式，调整为“自建分子

公司+与拥有资源优势、数据优势的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的双轨道模式，加强

客户辐射能力，升级公司品牌营销创意服务中的资源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

公司目前已开设北京、深圳、武汉等地的分支机构，其他区域分支机构尚在规划

推进中，后续将持续推进；本项目尚在项目建设期内，未完工，尚不适用效益考

核。 

（2）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项目：因外部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

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将“多媒体

展示中心建设”下的 1,018.45 万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将继续保留本

项目中“视频后期制作建设”以适应视频营销的深度发展，后续将持续推进本项

目；本项目尚在项目建设期内，未完工，尚不适用效益考核。 

（3）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相关软件开发尚在推进中。 

（4）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项目：持续与多方教育培训机构沟

通，尚未确定最终实施方案，仍未到达资金投入阶段。 

2、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1）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公司原计划实施的“品牌营销服务网络

拓展项目”，旨在通过加大服务网络布局实现公司业务扩张、提高公司服务水平



和客户粘性。公司上市后，由于若干新情况与新变化，公司拟变更本项目： 

①公司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与空”）控股权，

在夯实公司主营业务基础上实现了公司在上海、北京开设子公司的计划，与原募

投项目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本次控股收购，补充了公司在华东、华北地区的

战略客户资源，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公司品牌

营销服务网络的拓展。 

②品牌营销传播方式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冠疫情重塑国际商业竞争格

局的双重影响下快速改变，公司积极寻求业务模式创新探索和转型。就目前来看，

客户对品牌营销传播公司的营销需要逐渐从聚焦内容策划能力，延伸至包括社媒

资源整合、数据整合处理技术、私域流量拉新促活等细分领域能力，而这些能力，

很难通过开设复制公司基因的子公司实现。 

综上，“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实施以来的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且若按原计划投入预计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因此公司适时调整和优化了

原项目的业务发展战略与方向； 

（2）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项目： 

①自新冠疫情以来，以人流、物流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线下展览受到很大冲击，

原多媒体展示中心建设聚焦在承接客户的品牌宣传会/新品发布会/行业交流会等

线下活动，但目前线下展览已向线上转型，正在进行展览技术、内容承载形式、

效果评估的数字化升级。 

②视频营销在当下移动互联传播环境中凸显其直观性、便捷性等独特优势。

公司将继续加强在影视后期制作上的能力，输出优质的视频创意，减少对外部供

应商依赖程度，打造影视业务闭环。影视后期制作的能力，包括规模化的影视基

地、影视器材及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将建设影视基地，采购影视器材及设

备，同步吸纳优秀制景师、灯光师、摄影师等专业人才。  

综上，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可继

续保留本项目中“视频后期制作建设”以适应视频营销的深度发展，但将“多媒

体展示中心建设”下的 1,018.45 万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20 年 11 月，公司变更原“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和“多媒体展示

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并将项目

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业经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 2。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9,119.67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

益。按同期银行一年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预计一年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

约 396.71 万元。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缓解公司

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信息披露基本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

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因赛集团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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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520.21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9,129.9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157.67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0,846.8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157.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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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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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

项目 
是 5,570.97 5,570.97 10.31 1,070.97 19.22% 2021 年 7 月 109.65 不适用 是 

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

包平台建设项目 
否 13.29 13.29  13.29 100.00% 2021 年 7 月  不适用 否 

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

后期制作建设项目 
是 3,645.51 3,645.51  395.51 10.85% 2021 年 6 月 -60.56 不适用 是 

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否 3,059.28 3,059.28  240.75 7.87% 2021 年 7 月  不适用 否 

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 否 2,073.49 2,073.49  6.62 0.32% 2021 年 7 月  不适用 否 



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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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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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20-2023年业绩对赌期

间股权对价支付   

否 7,038.00 7,038.00  - 0.00% 2024 年 12 月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否 9,119.67 9,119.67 9,119.67 9,119.67 1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520.21 30,520.21 9,129.98 10,846.81 35.54%  49.09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一）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未达预期原因：因外部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公司研究认为，将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进行变更，变更为支付“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51.01%的股权项目”总体

对价中除 2020 年度内已支付的首期款之外的剩余对价款 7,038.00 万元，以及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101.22 万元；剩余的 4500

万元 ，则调整原项目计划——从“自建分子公司”的单一服务网络搭建模式，调整为“自建分子公司+与拥有资源优势、数据优势

的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的双轨道模式，加强客户辐射能力，升级公司品牌营销创意服务中的资源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公司

目前已开设北京、深圳、武汉等地的分支机构，其他区域分支机构尚在规划推进中，后续将持续推进；本项目尚在项目建设期内，

未完工，尚不适用效益考核。 



（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项目未达预期原因：因外部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

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将“多媒体展示中心建设”下的 1,018.45万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将继续保留本项目中“视

频后期制作建设”以适应视频营销的深度发展，后续将持续推进本项目；本项目尚在项目建设期内，未完工，尚不适用效益考核。 

（三）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未达预期原因：相关软件开发尚在推进中。 

（四）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项目未达预期原因：持续与多方教育培训机构沟通，尚未确定最终实施方案，仍未到达资

金投入阶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一）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公司原计划实施的“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旨在通过加大服务网络布局实现公司业务扩

张、提高公司服务水平和客户粘性。公司上市后，由于若干新情况与新变化，公司拟变更本项目： 

（1）公司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与空”）控股权，在夯实公司主营业务基础上实现了公司在上海、北京

开设子公司的计划，与原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本次控股收购，补充了公司在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客户资源，进一步

扩大了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公司品牌营销服务网络的拓展。 

（2）品牌营销传播方式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冠疫情重塑国际商业竞争格局的双重影响下快速改变，公司积极寻求业务模式创新

探索和转型。就目前来看，客户对品牌营销传播公司的营销需要逐渐从聚焦内容策划能力，延伸至包括社媒资源整合、数据整合处

理技术、私域流量拉新促活等细分领域能力，而这些能力，很难通过开设复制公司基因的子公司实现。 

综上，“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实施以来的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且若按原计划投入预计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因

此公司适时调整和优化了原项目的业务发展战略与方向； 

（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项目： 

（1）自新冠疫情以来，以人流、物流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线下展览受到很大冲击，原多媒体展示中心建设聚焦在承接客户的品牌宣传

会/新品发布会/行业交流会等线下活动，但目前线下展览已向线上转型，正在进行展览技术、内容承载形式、效果评估的数字化升级。 

（2）视频营销在当下移动互联传播环境中凸显其直观性、便捷性等独特优势。公司将继续加强在影视后期制作上的能力，输出优质

的视频创意，减少对外部供应商依赖程度，打造影视业务闭环。影视后期制作的能力，包括规模化的影视基地、影视器材及设备、

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将建设影视基地，采购影视器材及设备，同步吸纳优秀制景师、灯光师、摄影师等专业人才。  



综上，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可继续保留本项目中“视频后期制作建设”以适应视频营销

的深度发展，但将“多媒体展示中心建设”下的 1,018.45 万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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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原“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项目内容

和实施方式，并将项目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独立董事分别就此议案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 

因外部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将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进

行变更； 

（1）变更为支付“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51.01%的股权项目”总体对价中除 2020 年度内已支付的首期款之外的剩余对

价款 7,038.00 万元， 

（2）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101.22 万元； 

（3）剩余的 4500 万元 ，则调整原项目计划——从“自建分子公司”的单一服务网络搭建模式，调整为“自建分子公司+与拥有资

源优势、数据优势的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的双轨道模式，加强客户辐射能力，升级公司品牌营销创意服务中的资源化、智能化、

数字化能力；公司目前已开设北京、深圳、武汉等地的分支机构，其他区域分支机构尚在规划推进中，后续将持续推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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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

目、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品



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前期自筹投入资金进行资金置换。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独立董事分别就此议案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和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就此出具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10050 号）。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1,697.04 万元，置换金额为 1,696.27 万元，并已于 2019

年 12 月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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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以购买结构性 存款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报告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尚在项目建设期内，未完工，尚不适用效益考核。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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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天与空收购

项目

2020-2023年

业绩对赌期

间股权对价

支付   

品牌营销服务网

络拓展项目 

7,038.00    2024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8,101.22 8,101.22 8,101.2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多媒体展示中心

及视频后期制作

建设项目 

1,018.45 1,018.45 1,018.4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6,157.67  9,119.67  9,119.67  56.44%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变更原因： 

（一）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公司原计划实施的“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旨在通过

加大服务网络布局实现公司业务扩张、提高公司服务水平和客户粘性。公司上市后，由于若干新情

况与新变化，公司拟变更本项目： 



（1）公司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与空”）控股权，在夯实公司主营业

务基础上实现了公司在上海、北京开设子公司的计划，与原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本次

控股收购，补充了公司在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客户资源，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在较

大程度上推动了公司品牌营销服务网络的拓展。 

（2）品牌营销传播方式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冠疫情重塑国际商业竞争格局的双重影响下快速

改变，公司积极寻求业务模式创新探索和转型。就目前来看，客户对品牌营销传播公司的营销需要

逐渐从聚焦内容策划能力，延伸至包括社媒资源整合、数据整合处理技术、私域流量拉新促活等细

分领域能力，而这些能力，很难通过开设复制公司基因的子公司实现。 

综上，“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实施以来的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且若按原计划投入预

计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因此公司适时调整和优化了原项目的业务发展战略与方向。 

 

（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项目： 

（1）自新冠疫情以来，以人流、物流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线下展览受到很大冲击，原多媒体展示中

心建设聚焦在承接客户的品牌宣传会/新品发布会/行业交流会等线下活动，但目前线下展览已向线

上转型，正在进行展览技术、内容承载形式、效果评估的数字化升级。 

（2）视频营销在当下移动互联传播环境中凸显其直观性、便捷性等独特优势。公司将继续加强在

影视后期制作上的能力，输出优质的视频创意，减少对外部供应商依赖程度，打造影视业务闭环。

影视后期制作的能力，包括规模化的影视基地、影视器材及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将建设影视

基地，采购影视器材及设备，同步吸纳优秀制景师、灯光师、摄影师等专业人才。  

综上，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研究认为，可继续保留本项目中“视频

后期制作建设”以适应视频营销的深度发展，但将“多媒体展示中心建设”下的1,018.45万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原“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

后期制作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并将项目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进行变更；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独立董事分别就此议案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

公司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变更募投项

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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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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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蒋  迪              杨华川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八）未达到计划进度及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