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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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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原名“重

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1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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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监许可[2016]658号文《关于核准重庆新世纪游轮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兰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 2016年 4月 26日，

本公司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 53,191,489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94.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66.00 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

佣金、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89,999,999.00 元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4,909,999,967.00元，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 2016 年 4月 28 日，经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2016)验字第 60617954_B03号验资报告。

另扣除该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产生的相关的交易税费人民币 2,500,000.00 元后，实际

筹得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07,499,967.00 元。 

 

（二）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使用  

累计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使用 

其他使用 

（注 1） 

4,907,499,967.00 4,871,492,605.25 6,626.00 264,548,297.87 300,549,033.62 

 

注 1：其他使用系累计支付的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6,62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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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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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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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

等进行了规定。 

 

(二) 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本公司及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分

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支行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关

于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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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履行。 

 

2017 年 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监管专

户销户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管理幅度和成

本，公司拟注销恒丰银行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将存放于恒丰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802110010122701768）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包括由此产生的利息收入）划转至

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7年 5 月 12日，公司已办理完毕恒丰银行募集资金专

户的销户手续。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并开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议案》。本次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后，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巨人”）和上海巨加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巨加”）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支行（以下简

称“开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公司、开户银行、海通证券分别与

上海巨人和上海巨加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专户仅用于“上海巨加收

购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项目”中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该协议得到了履行。 

 

2018 年 12 月 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市南支行新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时与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海通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9 年 1月，本公司

及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关于巨人网络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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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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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2019 年 9月 30日，公司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签订

《持续督导协议书》，聘请开源证券担任公司前次重组的后续持续督导机构，代替海通

证券完成后续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自签订《持续督导协议书》之日起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止。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鉴于前次重组的配套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以上

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将由开源证券继续执行。 

 

(三)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   号 募集资金余额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南支行 
690088686 300,498,133.22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支行（注 1） 
216370100100063902 1,772.88 

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支行（注 2） 
216370100100076313 49,127.52 

合计   300,549,033.62 

 

注 1：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216370100100063902），

关联的七天通知存款子账号（账号为：216370100200068732）的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关联的七天通知存款子账号（账

号为：216370100200071716）的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关联的七天通知存款子账号（账号为：216370100200079862）

的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注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巨人网络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216370100100076313）已收到从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

号为：216370100100076437）转入的全部金额。 

 

三、 2021 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3.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2016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的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298,392,233.65 元。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7日对于该自筹资金进行了全额置换。2021 年上半年不存在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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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撤销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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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4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9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临 068）。 

 

2016 年 12 月 6 日，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为了保障募投项目后

续资金需求，公司拟撤销并终止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并终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撤销并终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临 099）。 

 

截至补充流动资金终止日，公司未使用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亦未将闲置资金转出募集资金专户。2021年上半年不存在本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5.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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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6.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的情况。 

 

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开户银行的专户及其下设账号中。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 2017年 9月 29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10月 16日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及实施主体并开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减少募投项目“在线娱乐与电

子竞技社区”投资总额，并与“大数据中心与研发平台的建设”合并为“电子竞技与大

数据中心的建设”（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108,052.29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77,867.81 万元（包含前期已投入原募投项目“大数据中心与

研发平台的建设”与“在线娱乐与电子竞技社区”的募集资金 32,977.29万元）；结余

的 81,894.71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金

金融”）股权并对其增资的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9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临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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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会议同意：（1）终止实施原募投项目“互联网渠道平台的建设”并将该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转入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2）暂停

原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海外运营发行平台建设”，后续将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并

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转入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

（3）调整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的实施内容，并将实施日期

延长两年至 2020年 12月 31日并相应调整实施计划；（4）将募投项目“电子竞技与大

数据中心的建设”的实施日期延长三年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30）。此事项已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38）。 

 

本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进度，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的实施日期由

2020年 12月 31日延长一年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竞技与

大数据中心的建设”的实施日期由 2021年 12 月 31 日延长一年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临 003）。 

 

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电子竞技与

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剩余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10,453.83 万元转入“网络游戏的研发、代

理与运营发行”项目，“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项目的后续建设将根据公司总

体经营策略及业务发展需要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31）。此事项已通过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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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报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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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00  本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379.1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453.8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7,149.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5,770.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1.15%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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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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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络游戏的研发、

代理与运营发行  
是 221,952.00  345,827.89 42,552.20 332,977.16   96.28% 

根据项目进度逐步达

到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在线娱乐与电子竞

技社区  
是 146,401.28  -     -     -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互联网渠道平台的

建设  
是 60,425.68  981.24  -  981.2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网络游戏的海外运

营发行平台建设  
是 57,859.80  3,882.18  -  3,882.18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5.大数据中心与研发

平台的建设  
是 13,361.24  -     -     -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电子竞技与大数据

中心的建设  
是 -     67,413.98  1,826.96 67,413.98   100.00% 

根据项目进度逐步达

到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旺金金融股权收购

及增资项目  
是 -     81,894.71  -  81,894.71  100.00% 2017 年 11 月 2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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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00,000.00  500,000.00 44,379.16 487,149.27 -- -- 不适用 -- -- 

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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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项目: 自 2020 年 1 月中下旬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做好防护、

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延迟至 2 月下旬起逐步复工，使得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进度放缓；另外：公司拟投入 5.86 亿元用于“综合性研发中心建设”，以扩大公司办公区

域面积，为员工营造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由于该项计划需依法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公司正在积极落实扩建涉及的审批手续，并根据土地交付时间推进该项目的建设。本公司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将“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的实施日期由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长一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03）。 

2）“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项目：受疫情影响，公司近两年来拟举办的大型电子竞技赛事、游戏直播等线下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无法如期推进，导致募投项目的实际

投资进度与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差异。且自 2019 年以来，公司调整了发展战略，聚焦于少数细分赛道，提高立项标准，不断加码单款在研新品的研发资金投入成为了新的研发模式。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投资回报，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拟变更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用途，将该项目剩余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10,453.83 万元转入“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项目，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占该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 490,750.00 万元的 2.13%，“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项目的后续建设将根据公司总体经营策略及业务发展需要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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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1）“互联网渠道平台的建设”项目：考虑国内各渠道平台的发展及竞争格局，结合互联网渠道平台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若继续实施募投项目“互联网渠道平台的建设”，预计将

面临较高的获客成本及用户留存压力，项目很难达到预期的效益。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拟终止实施互联网渠道平台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转入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此事项已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

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38）。  

2）“网络游戏的海外运营发行平台建设”项目: 国际化是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重组上市后，持续推进对 Alpha 的收购工作，Alpha 旗下的 Playtika 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处理技术，该等技术在休闲社交棋牌游戏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应用，籍此 Playtika 也成为了全球著名的休闲社交棋牌游戏运营商，拥有丰富的海外发行和运营经验，公司拟依托

Playtika 丰富的海外发行和运营经验，打造全球化的游戏发行运营平台。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历时较长，该募投项目完成进度有所变化，总体进程放缓。另外，募投项目“网络游

戏的海外运营发行平台建设”是为公司所有网络游戏项目海外运营提供平台支持，与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项目在业务拓展及费用支出等方面交叉较多。综上，

经过重新评估，公司决定暂停原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海外运营发行平台建设”，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转入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项目一并使用，后续

将结合 Playtika 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公司海外业务拓展进展，使用自有资金适时推进“网络游戏的海外运营发行平台建设”项目。此事项已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

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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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9,839.22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29,839.22

万元，现已置换完毕。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由其于 2016 年 9 月 7 日出具安永华明（2016）专字第

60617954_B02 号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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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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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4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临 068）。 

2016 年 12 月 7 日，根据公司目前募投项目需要，为了保障募投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公司撤销并终止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撤销并终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撤销并终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临 099）。 

截至补充流动资金终止日，公司尚未使用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亦未将闲置资金转出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资金全部存放于《关于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及《关于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约定的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本报告期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0 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9,000.00 万元和交易税费人民币 250.00 万元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490,750.00 万元。 

注 2：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拟投资的项目旨在提高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的整合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及配

套募集资金议案中未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效益。除旺金金融股权收购及增资项目外，其余项目无法单独计算效益，只能在公司整体收益中体现。 

注 3：原募投项目“在线娱乐与电子竞技社区”和“大数据中心与研发平台的建设”合并为新募投项目“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对原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无影响。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上海兰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7,940 万元。本公司下属上海巨人与上海兰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将上海巨加 49%的股权（“标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3.9 亿，转让于上海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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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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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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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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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竞技与大数

据中心的建设 

在线娱乐与电子 

竞技社区和大数 

据中心与研发平 

台的建设 

67,413.98 1,826.96 67,413.98 

 

100.00% 

 

根据项目进度逐步达 

到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旺金金融股权收

购及增资项目 

在线娱乐与电子

竞技社区 
81,894.71 - 81,894.71 100.00% 2017 年 11 月 2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网络游戏的研 

发、代理与运营 

发行 

互联网渠道平台

的建 

设、网络游戏的

海外 运营发行

平台建设和 网

络游戏的研发、

代 理与运营发

行 

345,827.89 42,552.20 332,977.16 96.28% 
根据项目进度逐步达 

到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95,136.58 44,379.16 482,285.85 -- -- 不适用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本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并开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减少募投项目“在线娱乐与电子竞技社区”投资总额，并与“大数据中心与研发平台的建设”合并为“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

的建设”（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108,052.2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77,867.81 万元（包含前期已投

入原募投项目“大数据中心与研发平台的建设”与“在线娱乐与电子竞技社区”的募集资金 32,977.29 万元）；结余的 81,894.71 万元

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旺金金融股权并对其增资的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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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临 051）。 

2）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会议同意：（1）终止实施原募投项目“互联网渠道平台的建设”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转入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

理与运营发行”；（2）暂停原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海外运营发行平台建设”，后续将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转入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3）调整募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的实施内容，

并将实施日期延长两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并相应调整实施计划；（4）将募投项目“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的实施日期延

长三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30）。此事项已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巨

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38）。 

3）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将募

投项目“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的实施日期由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长一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将募投项目“电子竞

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的实施日期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长一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

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03）。 

4）受疫情影响，公司今年拟举办的大型电子竞技赛事、游戏直播等线下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无法如期推进，导致募投项目的实

际投资进度与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差异。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拟变更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用途，将该项目剩余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10,453.83 万元转

入“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项目，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占该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90,750.00 万元的 2.13%，“电

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项目的后续建设将根据公司总体经营策略及业务发展需要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3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营发行”项目:自 2020 年 1 月中下旬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做好防护、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延迟至 2 月下旬起逐步复工，使得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与运

营发行进度放缓；另外，公司拟投入 5.86 亿元用于“综合性研发中心建设”，以扩大公司办公区域面积，为员工营造长期稳定的工作环

境。由于该项计划需依法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公司正在积极落实扩建涉及的审批手续，并根据土地交付时间推进该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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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竞技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项目：受疫情影响，公司拟举办的大型电子竞技赛事、游戏直播等线下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无法如期推进，导致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差异。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