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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止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报告进行了专项鉴
证。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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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制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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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
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
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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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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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
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报告已经按《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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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21 年 04 月 16 日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之特定目的使用，未经本会计师事务所书面认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胡海林

中国注册会计师：
姚月仙

中国·武汉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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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广东省广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373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164,893,961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3.5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239,259,990.3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6,788,899.8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02,471,090.52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01030008《验资
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修订<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并形成的《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下述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万元）

一、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

52,996.00

二、收购股权项目

86,177.58

1

通过增资及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蓝门数字 51%股权

7,293.00

2

收购省广先锋 49%的股权

16,484.58

3

收购晋拓文化 80%的股权

62,400.00

三、支付部分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目

40,000.00

1

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

省广合众（北京）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3

广州中懋广告有限公司

5,550.00

4

上海恺达广告有限公司

9,000.00

5

上海韵翔广告有限公司

8,500.00

四、补充流动资金

4,800.00
12,150.00

40,000.00
合计

219,173.58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
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下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水均岗
支行开设了账号为 702967736089（现已注销）、649667735655 的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开设了账号为 698233798、
698233304、698244696、698245695、698245105、619007101 和 631066839 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开设了账号为
10950000001754724（现已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同时，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与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将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水均岗支行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02967736089，用于“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的本息

余额转至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新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为 619007101）后，作注销处理。公司管理层已办理本次募集资
金专户变更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事宜，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将原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10950000001754724）本息余额转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1066839）后，作注销处理。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三
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 2021 年 4 月 16 日，募集资金在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水均岗支行

649667735655

活期存款

0.4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8233798

活期存款

505.8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8233304

活期存款

1,122.1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8244696

活期存款

6.0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8245695

活期存款

46.7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8245105

活期存款

5.6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19007101

活期存款

2,615.6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31066839

活期存款

300.67

合计

截止日余额

4,603.31

公司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存款之外，尚有 8,702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使用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前归还；
另有 4 项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赎回，本金合计 46,500 万
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
期赎回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聚赢股票—挂
中国民生银行
钩沪深 300 指
广州分行
数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900.00

2020.12.11

2021.06.15

聚赢股票—挂
中国民生银行
钩沪深 300 指
广州分行
数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2,600.00

2020.12.11

2021.06.15

聚赢股票—挂
中国民生银行
钩沪深 300 指
广州分行
数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35,000.00

2020.12.11

2021.06.15

聚赢股票—挂
中国民生银行
钩沪深 300 指
广州分行
数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20.12.18

2021.06.22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2021年4月16日，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中，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2,996万元，截至2021年4月16日，该项目已投入人民币17,111.86万元。大数据
营销系统项目于2016年12月开始实施建设，已于2021年3月建设实施完毕，因此
公司将该项目予以结项。公司于近日召开公司募投项目之“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
验收会议，经外部专家组共同审议，认为：“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全部阶段工
作完成且符合预期要求，一致同意“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项目通过验收。
除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以外，公司募投项目中的收购股权项目、支付部分剩
余股权转让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均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一、大数据营销系统项目

52,996.00

17,111.86

二、收购股权项目

86,177.58

84,760.83

7,293.00

6,996.00

1

通过增资及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蓝门数字
51%股权

2

收购省广先锋 49%的股权

16,484.58

14,468.83

3

收购晋拓文化 80%的股权

62,400.00

63,296.00

40,000.00

30,098.07

4,800.00

4,409.84

三、支付部分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目
1

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

省广合众（北京）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3

12,150.00

6,075.00

广州中懋广告有限公司

5,550.00

5,800.01

4

上海恺达广告有限公司

9,000.00

5,049.00

5

上海韵翔广告有限公司

8,500.00

8,764.22

40,000.00

40,000.00

219,173.58

171,970.76

四、补充流动资金
小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金额

47,202.82

加：累计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

12,602.49

募集资金账户节余总额

59,805.31

（二）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1、在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
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合理的降低项目费用等投资金额，节约了募集资金支出；
2、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
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
资金人民币59,805.31万元（含累计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最终金额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及银行理财产品到
期赎回后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公
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随之终止。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