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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649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编号：2021-027 

债券代码：128057            债券简称：博彦转债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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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846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

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及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 5,758,152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57,581.52 万元，扣除券商承销费 1,000 万元后，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将人民币 56,581.52 万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账号为：

11050188360000002691）人民币 254,840,700.00 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行(账号为：110906697010613)人民币 138,684,400.00 元；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账号为：20000003241300026410757)人民币

172,290,1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1,487,264.15 元（不含税）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4,327,935.8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

出具中汇会验[2019]0311 号验资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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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56,581.52 万元（与募集

资金净额的差异系部分与发行有关的费用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出所致），

2019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6,303.88 万元，取得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747.38 万元。 

2020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9,058.92 万元，取得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的净额 772.53 万元。 

2021 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 1,198.17 万元，取得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

费的净额 11.05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

净额)余额为 1,551.51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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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

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枫林绿洲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地铁大

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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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3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存储余额（元） 

博彦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益田支行 
755920398210102 活期 15,515,118.68 

注 1：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地铁大厦支行已更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益田支行。 

注 2：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除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支行募集资金

专户外，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198.17 万元，具体详见本报告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博彦转债”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变更、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调整“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实施方式并将建设完成

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3 月。 

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的投资规划制定时间较早，是根据当时市场环境、

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发展情况等因素制定。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部分客户

的服务需求发生了变化，交付业务从公司派驻 IT 服务人员在客户办公地开展

服务逐渐转向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在客户周边租赁办公地开展服务的服务模

式，项目场地费用投入需求增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年初对下游客户需

求，尤其是驻场服务需求产生较大影响，下游客户市场需求正在逐步恢复中，

短期内公司交付能力可以满足客户需求。当前进行大规模的软硬件投资将产

生较大的折旧摊销，不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此外，公司拟梳理并完善

现有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销售渠道，持续优化新型营销体系，拓展下游行业优

质客户，多方面推动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 

公司结合目前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缩减项目总体投资

金额，保持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变，并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变更深圳交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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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扩建项目实施方式，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增加项目实施人员投入、场地费

用投入、市场拓展投入，公司计划尽量利用现有设备和软件，压缩项目软硬

件投入。 

（三）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 3 月 2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不超过 4 亿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补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

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9 日止，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未超过 4 亿元的使用额度，且公司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

用，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情形。2020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 亿元全部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之前年度募集

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详见下文及本报告附表 2：《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一）募集资金变更项目审议程序、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博彦转债”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变更、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

项目”（以下简称“数据治理项目”）“园区运营、IT 运维、舆情、数据标注与

审核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园区运营项目”）和“前

沿技术研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44,341.34 万元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

（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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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原因 

1、数据治理项目 

数据治理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1,888.00 万元，主要用于场地购置、场地

装修、硬件设备及软件购置、研发人员投入、基本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等

项目。本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5,484.07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投入本项目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5,964.73 万元。 

本项目投资规划制定时间较早，原计划通过构建完备的基础架构设施，

完成数据治理技术平台及金融大数据解决方案的升级研发和建设，进一步提

升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随着云计算和云服务的

快速拓展与广泛应用，以及云安全能力的大幅提升，客户需求及市场环境发

生了较大变化。金融行业客户除核心系统更倾向于自建数据中心外，其他业

务越来越接受云服务的方式，而其他行业客户出于建设成本等多方面原因考

虑，更倾向于云服务的方式。基于此，公司自建数据中心用于产品和解决方

案升级研发与客户实际需求不匹配；同时，随着软件销售模式的云服务化，

采购云服务相比采购软件产品具有更高的实施灵活性，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

导致自建数据中心需求大幅降低。 

2020 年初国内外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公司属于人力密集型行业，

业务开展受到一定影响，虽然目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已有所好转，但下游行

业的 IT 服务需求仍在逐步恢复中，大量的人工成本对公司流动资金产生较大

需求，且考虑到本项目大规模的软硬件投资将产生较大的折旧摊销，短期对

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压力，不利于公司稳健发展。 

综上，基于下游市场客户业务发展所带来的需求变化，以及本行业市场

和技术环境变化，公司下一步拟基于客户业务实际运行云环境研发相应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终止原数据治理项目并将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从而缓解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和发展所

需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促进公司业务长期稳健，保护公司和股

东利益。 

2、园区运营项目 

园区运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21,239.81 万元，主要用于场地装修、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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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软件购置、研发人员投入、基本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等项目。本项

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9,622.91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已投入本项目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6.43 万元。 

本项目投资规划制定时间较早，原计划通过购置软硬件设备，扩大研发

团队规模，完成相关产品的技术升级，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产品和

服务。公司自本项目启动以来，积极推动项目实施，不断进行有益尝试并完

善项目核心产品和技术。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相

关产品技术快速更新迭代，新技术、新应用、新平台不断更新推进了客户需

求快速发展迭代，在这种背景下继续按原计划采购大量的硬件设备自建实验

室进行技术开发，研发投入较大，研发周期相对较长，具有不确定性；同时，

随着软件销售模式的云服务化，采购云服务相比采购软件产品具有更高的实

施灵活性，有利于快速满足客户需求，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2020 年初国内

外爆发了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开展产生一定影响，虽然目前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已有所好转，下游行业的 IT 服务需求仍在逐步恢复中，但大量的人

工成本对公司流动资金产生较大需求，且考虑到本项目大规模的软硬件投资

将产生较大的折旧摊销，从而加剧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公司经营

的平稳发展。 

综上，基于下游行业技术快速发展和客户需求变化，为了保持公司产品

技术的领先性和客户需求的匹配度，公司拟与客户合作，在客户业务场景下

进行产品及解决方案研发，以避免大量的场景实验设备投资风险。为了更科

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

资风险，公司决定终止园区运营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从而缓解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

风险，促进公司业务长期稳健发展，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3、前沿技术研发项目 

前沿技术研发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30,002.15 万元，主要用于研发场地购

置、场地装修、硬件设备及软件购置、研发人员投入、基本预备费及铺底流

动资金等项目。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7,229.01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资金解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投入本项目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793.81 万元。 

本项目投资规划制定时间较早，原计划开展新零售解决方案研发、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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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场景的工业物联网应用平台研发、人工智能模块算法及行业应用前沿技

术研发和研发实验室建设，为公司业务持续良好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和人才储

备。公司自本项目启动以来，积极推动项目实施，不断进行有益尝试并完善

项目核心产品和技术。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相关

产品技术快速更新迭代，客户的需求趋向于个性化、多样化，构建标准化产

品的难度提升；同时，随着软件销售模式的云服务化，采购云服务相比采购

软件产品具有更高的实施灵活性，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此外，2020 年初国

内外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为了保障经营业绩、控制经营风险，公司进一步

加强成本管控，本项目大量的场景实验设备投资将增加公司经营压力。 

综上，公司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需求，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原

计划在项目中拟建的物理机房软硬件环境所承载的功能将改为通过云服务环

境的弹性资源来实现，因此项目执行中对软硬件的采购需求将发生重大变化。

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降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风险，决

定终止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从

而缓解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促进

公司业务长期稳健，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

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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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6,432.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98.1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560.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5,635.3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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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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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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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

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

项目 

是 25,484.07 5,964.73 0 5,964.73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园区运营、IT 运维、舆

情、数据标注与审核大数

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

设项目 

是 9,622.91 1,596.43 0 1,596.43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 否 4,096.80 4,096.80 1,198.17 2,570.69 62.75 2022 年 3 月 建设中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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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研发项目 是 17,229.01 793.81 0 793.8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 45,635.31 0 45,635.3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6,432.79 58,087.08 1,198.17 56,560.97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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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432.79 58,087.08 1,198.17 56,560.9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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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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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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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 1,551.51 万元，全部以活期形式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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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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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解决方

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 

园区运营、IT 运维、舆情、数

据标注与审核大数据解决方案

技术升级建设项目； 

前沿技术研发项目。 

45,635.31 0 45,635.3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45,635.31 0 45,635.31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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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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