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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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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佳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科技”或“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70号），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874,723,1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根据发行

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

为每张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 874.723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4,723,000.00元。 

截至2018年12月25日，公司实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74.723万张，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874,723,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亿柒仟肆佰柒拾贰万叁仟元

整）。上述款项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8,747,23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865,975,77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亿陆仟伍佰玖拾柒万伍仟柒佰柒拾元整），

已于2018年12月25日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缴存至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

白云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602004429200327444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此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74,723,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

用含税合计人民币13,433,73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1,289,270.00

元（大写：人民币捌亿陆仟壹佰贰拾捌万玖仟贰佰柒拾元整）。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2018年12月26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23496号”验资报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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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项目 金额（元） 

2018 年 12 月 25 日募集资金净额 865,975,770.00 

减：2019 年使用 77,230,022.23 

减：2020 年使用 172,760,273.26 

减：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38,685,297.43 

减：发行费用 4,686,472.30 

减：临时补流 513,000,000.00 

减：购买理财 10,000,000.00 

加：理财收益 7,526,191.50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2,687,319.83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存款余额 59,827,216.11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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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0年5月9日，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与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广州银行吉

祥支行、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招商银行

广州富力中心支行、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广州银行吉祥支行五个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元） 

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 3602004429200327444 活期存款 34,560,907.18 

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 120914824810888 活期存款 16,823,1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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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元） 

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673071078819 活期存款 2,533,515.89 

广州银行吉祥支行 800217361902366 活期存款 5,909,601.33 

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 3602004429200454492 活期存款 0.00 

合计   59,827,216.11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附表2《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

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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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和结项情况 

公司2020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和结项情况。 

（四）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2020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五）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1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

民币41,484,297.43元，其中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实际投资额38,685,297.43元，预先

支付发行费用2,799,000.00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天职业字[2019]70号《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1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6,000.00万元暂时补充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19年1月24日，公司使用56,0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20年1月9日全部归还该笔用于临时补流的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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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2020年1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1,300.00万元暂时补充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20年1月17日及18日，公司合计使用51,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21年1月6日全部归还该笔用于临时

补流的募集资金。 

2021年1月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0,000.00万元暂时补充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21年1月12日及13日，公司合计使用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1年4月20日，公司归还6,000万暂时补

流的募集资金。 

2019年1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5,0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自2019年1月28日至2020年1月21日，公司分别在

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广州银行吉祥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中

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截至2020年1月21日，公司已

全部归还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理财单日最高余额24,766.74万元，

共获得理财收益6,141,916.08元。 

2020年2月2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自2020年3月31日至2021年2月5日，公司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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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广州银行吉祥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购买

了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截至2021年2月5日，公司已全部归还用于现金管理的募

集资金，募集资金理财单日最高余额8,500万元，共获得理财收益1,092,240.50元。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见“二、（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2020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佳都科技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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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的规定。佳都科技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已披露的关于募

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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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8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1,289,27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72,760,273.2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88,675,592.9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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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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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累

计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城市视觉感知系统及智

能终端项目 
否 558,303,200.00 501,014,831.06 106,156,822.17 197,013,065.56 39.32 

2021 年 8

月 31 日 

102,233,742.92 139,360,496.52 否 否 

轨道交通大数据平台及

智能装备项目 
否 316,419,900.00 280,760,220.50 66,603,451.09 91,662,527.36 32.65 

2021 年 8

月 31 日 

61,252,462.80 71,488,597.92 否 否 

合计  874,723,100.00 781,775,051.56 172,760,273.26 288,675,592.92 36.93  163,486,205.72 210,849,094.44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两个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均未达到计划进度，主要是位于梅州的募投项目实施载体的建设工程投资进度晚于预期所致。由于该地块建筑的航空限高调整，公司直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才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开始主体工程建设。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为保证工程项目质量，公司按阶段结算，且一般按照实际完工量的 70%-90%支付工

程结算款，实际完工进度高于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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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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 3,868.53 万元，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 279.90 万元，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9]70 号《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鉴证确认，共置换资金 4,148.43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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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6,000.00 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司使用 56,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全部归还该笔用于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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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1,300.00 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0 年 1 月 17 日及 18 日，公司合计使用 51,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全部归还该笔用于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2021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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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及 13 日，公司合计使用 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归还 6,000 万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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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5,0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自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分别在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广州银行吉祥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短期理

财产品。截至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已全部归还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理财单日最高余额 24,766.74 万元，共获得理财收益合计 6,141,916.08 元。 

2020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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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0,0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自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分别在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广州银行吉祥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截至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已全部归还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理财单日最高余额 8,500 万元，共获得理财收益 1,092,240.50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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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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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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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启动时间为2018年9月1日，预计建设期三年。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投项目部分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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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8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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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期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城市视觉感知系统

及智能终端项目 
不适用 3,833.33 13,416.67 3,712.68 10,223.37 13,936.05 否 

2 
轨道交通大数据平

台及智能装备项目 
不适用 1,980.00 6,930.00 1,023.61 6,125.25 7,148.86 否 

合计  5,813.33 20,346.67 4,736.29 16,348.62 21,084.91  

注 1：城市视觉感知系统及智能终端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深度学习软件平台、AI+人脸识别综合应用平台、AI+车辆结构化综合应用平台、智能交

通大数据平台、商用一脸通平台及智能终端五个产品的软硬件设计研发、测试验证、服务支持、推广营销及环境构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

部分达产，实现效益以项目研发产品面向行业用户销售及提供服务取得的毛利为计算依据。 

注2：轨道交通大数据平台及智能装备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地铁综合监控云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故障预测及健康管理系统、基于云计算的新型

自动售检票机、地铁新型多媒体站台屏蔽门四个产品的软硬件设计研发、测试验证、服务支持、推广营销及环境构建。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项目部

分达产，实现效益以项目研发产品面向行业用户销售及提供服务取得的毛利为计算依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