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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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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2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A股170,353,97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9.10元。截至2014年9月5日，公司共募

集资金325,376.1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7,446.45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17,929.6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 [2014]第

第110ZC0209号的《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经公司2014年9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10月20日公司2014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暨对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317,929.65 万元对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信威”）增资，由北京信威将募集资金用于四个募投项

目。 

（1）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014年度，公司以募集资金净额对北京信威增资317,929.65万元。 

2015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支付上期应付未付发行费用342.85万元。 

2016年度，经公司2016年9月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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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中截至实际借款日的银行存款余额全部借予北京信威，存入北京信威已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户，由北京信威统筹使用及管理。为方便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将自身开

立的全部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公司与北京信威已签订《借款协议书》，实际转入北

京信威募集资金账户的无息借款金额为388.70万元。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不收取

利息。借款期限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之全部募投项目实施完毕，最长

不超过3年，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2）北京信威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北京信威收到公司以募集资金净额317,929.65万元增资后，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117,141.51万元，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

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的募投项目投入2,667.16万元，累计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净额207,153.98万元，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净额0万元，累计存入7天通知存款净额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9.86万元，全部为剩余

专户存款累计利息净收入（扣除手续费）。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公司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公司本年度未进行募集

资金使用。 

（2）北京信威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A、募投项目投入情况 

2020年，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0万元，其中：中央研究院建设

项目0万元、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0万元。 

2020年，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置换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

户转出的募投项目投入0万元，其中：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0万元。 

综上，北京信威2020年度以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募投项目累计投入117,141.51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200,788.14万元。 

此外，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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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专户中转出的募投项目投入为2,667.16万元。 

B、其他使用情况 

a、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14年9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014年10月20日公司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

行现金管理，并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整。 

经公司2015年9月8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2014年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度

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16年9月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2015年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17年8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2016年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b、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2014年9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北京信威增资后，

北京信威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5年9月23日，北京信威已将上述10亿元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2014年10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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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5年10月22日，北京信威已将上述10亿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2015年9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经公司2015年10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京信威继续使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经公司2015年10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截至2016年8月24日，北京信威已将根据上述决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259,16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2016年8月1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6年8月24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7年8月1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8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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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2个月。 

经公司2017年8月1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7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经公司2017年8月1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8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截至2018年8月27日，北京信威已将根据上述决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212,105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7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8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6.85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7.36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根据上述决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7,153.98万元（累计补充1,188,856.41万元，累计收回981,702.43万元），购买理财产

品净额0万元（累计购买992,497.00万元、累计赎回992,497.00万元），存入7天通知存

款专户净额0万元（累计存入176,021.00万元、解回176,02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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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2.53万元，全部为剩余

专户存款累计利息净收入（扣除手续费）。 

目前公司融资困难，经营压力大，资金链紧张。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暂时

无法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7,153.98万元募集资金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银行专户。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积极探讨解决上述募集资金归还问题的方法，公司拟通

过包括但不限于加速应收账款催收、担保履约反担保赔偿的催收、尽快推动重大资

产重组等方式，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同时也不排除在未来将未

投入的剩余募集资金经过必要程序后进行永久补流。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于2014年3月14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从2014年9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2014年9月26日，公司、安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信威与四家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2016年1月15日，公司、北京信威、涿鹿华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房地产公司”）、安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与专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条文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未按期将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转回。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1、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全部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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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8034 活期 20,271.47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600044505 活期 33.95 

华夏银行北京北三环支行 10290000000495160 活期 55.9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支行 
35360188000031950 活期 4,902.14 

合  计   25,263.53 

3、华达房地产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

鹿支行 
13050167810800000021 活期 5,040.82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达房地产公司收到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使用中对华达房

地产公司的累计增资款54,911.46万元，存入华达房地产公司开立的专项募集资金账

户。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达房地产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投入智慧养老医疗社

区项目建设的金额54,918.88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达房地产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0.50万元，全部为专户存款累计利息净收入（扣除手续费）7.93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2015年12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年12月30日公司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增资华达房

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社区项目的议案》，对“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其中109,000万元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变更为增资华达房地

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项目剩余部分募集资金78,927.65万元当时尚未

确定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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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7,929.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1,417.6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141.5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9.64%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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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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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信威无线

宽带接入网络

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 

是 187,927.65 -- -- -- -- -- -- -- -- 
不适

用 
是 

基于信威无线

宽带接入技术

的新航行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是 33,490.00 -- -- -- -- -- -- -- -- 
不适

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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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建

设项目 
否 75,457.00 75,457.00 75,457.00 -- 41,175.05 -34,281.95 54.57% 

见"募投

项目实际

投资进度

与投资计

划存在差

异的原因
" 

- 
不适

用 
否 

北京国际营销

总部建设项目 
否 21,055.00 21,055.00 21,055.00 -- 21,055.00 0.00 100% 已达到 

 
- 

不适

用 
否 

增资华达房地

产公司建设智

慧养老医疗社

区项目 

否 109,000.00 109,000.00 -- 54,911.46 -54,088.54 50.38% 

见 " 募 投

项目实际

投资进度

与投资计

划存在差

异的原因
"  

-
不适

用 
否 

尼星一号卫星

项目 
否  100,000.00 -- -- -- -- --

见 " 募 投

项目实际

投资进度

与投资计

划存在差

异的原因
"   

不适

用 
否 

尚未确定 不适用 
 

12,417.65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合计   317,929.65 317,929.65 205,512.00 -- 117,141.51 -88,370.4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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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

原因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公司中央研究院项目在终端平台、基站平台、业务平台等方面进一步取得重大进展，

在拥有了新一代稳定终端、基站和业务平台、在卫星通信载荷方面目前已经完成了 
112 天线阵列的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各项目进展及质量。为保证项目顺利达

到预定目标，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司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继续不断对技术方案进行优化改进，在技术演进和产品开发方面进行了

持续优化，做了一系列适应性调整，为确保投资项目质量和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

使项目的质量和性能达到最佳状态，公司高层领导与客户协商沟通，达成一致进一

步优化了各项目周期。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自开展以来，对包括英国、爱尔兰、波兰等欧洲国家，

尼加拉瓜、巴拿马等拉美国家以及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

展开了深入的调研工作。为降低项目风险，充分了解目标国的通信行业现状，前期

的市场调研工作严谨周密，因此占用时间较长。为实现预期的结项效果，深化与各

国业务伙伴合作、推进自有品牌在全球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走向

世界、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由于目标国的相关政策以及整

体通信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项目方案不断调整、谈判周期延长，从而变更资

金使用计划，以至于项目未能按照原定计划结项，现公司将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完成时间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已

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募投资金投资承诺总额的使用。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公司现有土地开发建设及销售工作进行顺利，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及 2018 年完成项

目一、三期交房入住工作后，于 2019 年 10 月初顺利按计划完成四期一批次交房工作。

2020 年 11 月完成三期二批次交房工作。受持续市场调控影响，项目销售价格及去化

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总体保持稳定态势。项目二期因少量拆迁工作未完成，且受

疫情影响，预计需推迟至 2021 年下半年动工。原计划应于 2016 年获取的 125 亩
开发用地因地方政府机构调整、主要领导频繁更换，导致土地收储困难仍未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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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开发使用权。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由于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公司卫星产业整体战略规划调整，相应的布局和实

施时间也进行了调整，其次，项目原技术方案在准备实施过程中，项目合作方出现

重大技术问题，导致公司与合作方对原有技术方案进行调整，在新卫星在轨交付前

拟采用购买二手卫星的方式，保护已完成协调的卫星网络资源，寻找一颗适合的在

轨卫星漂移到计划轨位，以保护轨位频率的合法利益，因卫星技术方案与市场回报

密切相关，方案论证过程复杂，导致项目实施时间延迟。因此，公司将“尼星一号

项目”建设期变更为自 2019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底，预计于 2022 年 4 月发射，

自 2022 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在轨运行的第五年（2026 年）达产。“尼星一号”

预计寿命是 20 年，运营期间预计为 2022 年至 2042 年。并将预计总投资额由 251,171 
万元增加至 260,771 万元。 目前，在轨卫星购买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和商务方案还在

接洽之中，因公司资金紧张及疫情影响，公司与合作方的技术方案确认及商务方案

沟通进度都受到很大影响，项目推动缓慢，因此，“尼星一号卫星项目”面临资金

紧张、技术复杂、时间不足等诸多困难，项目存在被迫终止并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

可能性，公司内部已多次会议讨论争取推动项目进度，并寻求和探讨关于“尼星一

号卫星项目”的其它解决方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根据项目最初规划将在北京建设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包括远程网

络维护中心和远程呼叫中心两部分建设内容，项目建设期为 3 年，2014 年 10 月开始

实施。但随着全球电信及互联网业务的飞速发展，行业竞争加剧，各电信运营商客

户在降低成本，并增加收入两方面均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多家客

户希望我司转变最初的合作理念，与其建立更加长期、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合

作内容和方向上做出进一步的要求。以上因素影响了原国际呼叫中心项目的按时启

动。经过调研后，公司认为随着以数据为载体的新兴互联网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飞

速发展，电信运营商的业务重心已逐渐有所转移，即以传统的语音和数据业务为基

础，大力发展新兴互联网业务。全球网络服务中心项目主要是面向基础电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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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方对此项目拟提供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需求都进行了缩减，以便增加其用户补贴、

广告促销、渠道佣金等市场费用以及硬件采购和网络建设等刚性支出。客户在资金

投入方面的再规划及对全球网络服务中心业务需求的锐减，不仅造成了项目执行时

间表的大幅延后，同时也对项目预期收益的实现带来了重大不利影响。此外，随着

行业竞争加剧，各电信运营商所提供的服务等级越来越高，客户对我方在服务质量

和服务效率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服务时效性方面，要求我方的项目实施

地点采用就近原则并提供 7*24 小时服务，原计划在北京建立全球网络服务中心支撑

全球客户的方案目前已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基于上述情况，原项目计划中所涉及的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项目实施所依托的

客户需求也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按照原项目实施已丧失其经济性和可实现性，为

保证募集资金的投资回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109,000.00
万元投资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项目剩余部分募

集资金 78,927.65 万元变更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自本项目开始以来，为了确保项目运营的稳步推进、市场的逐步开拓等因素，公司

对通航产业链多个领域开展了进一步业务调研，涵盖通航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飞机

制造业、地面服务站的建设以及 FBO 的建设及运营。同时，公司与行业内多家优势

资源企业进行了商务会谈，并正在与多家企业整合优势资源，面向多个省市的通航

市场进行产业应用布局。经过调研公司发现，当前外部市场环境与公司规划项目之

初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的星基地空通信系统已经拿到工信部

的“空中上网”业务许可，尤其随着人们对数据业务带宽需求的不断提增大，Ka 波

段卫星通信具有更明显的优势。目前可用的国外卫星在区域覆盖、频率资源等方面

存在缺陷，且民航卫星通信涉及国家信息安全，最终还是应该做到完全自主，自主

Ka 波段卫星的研制和使用还需时日。因该产业领域中，市场环境多变、政策不明朗

等不确定因素，致使该项目的投资风险加大。为了保证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

暂时停止了本项目的实施。 
基于上述情况，原项目计划中所涉及的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项目实施所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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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也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按照原项目实施已丧失其经济性和可实现性，为

保证募集资金的投资回报，提高募投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本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21,072.35 万元，变更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剩余 12,417.65 万元尚未确定投资项

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5 年 3 月 18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通过，为保证中央研究院项

目的实施更加符合公司的研发需要，同意公司募投项目之中央研究院项目第二、三

期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14 号楼（北京实施地点）和陕西省

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新城（西安实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5 年 12 月 1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变更北京

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以自建营销机构和队伍为主改为充分利用跨

国电信渠道服务商进行市场拓展，加大市场拓展费支出，减少自身营销机构和队伍

建设的支出，并对其他相关支出科目做相应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北京信威增

资后，北京信威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9 月 23 日，北京信威已将上

述 10 亿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经公司 2014 年 10 月 30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2015 年 10 月 22 日，北京信威已将上述 10 亿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3）经公司 2015 年 9 月 2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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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公司 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5）经公司 2015 年 10 月 2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6 年 8 月 24 日，北京信威已将根据上述决议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 259,16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15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7）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24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8）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1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8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9）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15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7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10）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1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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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8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8 月 27 日，北京信威已将根据上述决议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 212,105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1）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2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7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12）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24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6.85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13）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2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7.36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信威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7,153.98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1）经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 年 10 月 20 日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

行现金管理，并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整。 
（2）经公司 2015 年 9 月 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 2014 年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3）经公司 2016 年 9 月 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 2015 年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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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4）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 2016 年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

高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信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992,497 万元，

累计赎回理财产品投资 992,497 万元，累计办理七天通知存款 176,021 万元，累计解

出七天通知存款 176,021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北京信威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净额 0 万元，存入 7 天通知存款专户净额 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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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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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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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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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华达

房地产公

司建设智

慧养老医

疗社区项

目 

全球信威

无线宽带

接入网络

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109,000.00 -- -- 54,911.46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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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星一号

卫星项目” 

全球信威

无线宽带

接入网络

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78,927.65 
 

-- 
 

-- 
 

--  不适用 否 

基于信威

无线宽带

接入技术

的新航行

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

项目 

21,072.35 -- -- --    不适用 否 

尚未确定 

基于信威

无线宽带

接入技术

的新航行

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

项目 

12,417.65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21,417.65 -- 54,9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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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经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

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的议案》。对“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其中 109,000 万元募集资金的投资变更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

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剩余部分募集资金的投资公司正在进行项目考察和

调研，待确定后将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信威与涿鹿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张卫东先生的《关于涿鹿华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经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 2016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前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尼星一号卫

星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14 年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配套募集资金中尚未确定

项目的 78,927.65 万元及“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中的 21,072.35 万元变更后用于“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尼星一号项目”建设期变更为自 2019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底，预计于 2022 年 4 月发射，自 2022 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

在轨运行的第五年（2026 年）达产。“尼星一号”预计寿命是 20 年，运营期间预计

为 2022 年至 2042 年。并将预计总投资额由 251,171 万元增加至 260,771 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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