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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 

暨对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基本情况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经典”或“公司”）拟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版权库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

行优化；拟将“版权库建设项目”募集资金部分理财收益、利息净额共计 2,187.51 万

元用于公司募投项目“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同时拟对“新经典发行总

部基地项目（一期）”的承诺投资总额进行调整。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延长募投项目“版权库建设项目”完成日期至 2024 年 6 月；目前“新经典

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已部分投入使用，公司拟延长募投项目完成日期至 2022

年 12月。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

延期暨对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7]430号《关于核准新经典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3,36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55 元 /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8,908,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38,102,124.00 元，合计收到募集资金

680,805,876.00元。另扣除中介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6,891,376.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3,914,500.00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全部到位，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3409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行专户管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占总筹资

额比例

（%） 

备案机关 备案文号 

1 版权库建设项目 43,465.97 65.47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

理委员会 
津生函[2016]92号 

2 图书发行平台项目 15,925.48 23.99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

理委员会 
津生函[2016]93号 

3 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 10.54 - - 

合计 66,391.45 100 -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并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和《使用募集资金向新经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决定将原

募投项目“图书发行平台项目”调整为“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实施主体

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新经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经典网络”），实施地点由天津、广州、成都等三个地点变更为天津一个地点。原

计划投入“图书发行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 15,925.48万元及其利息以 1:1的方式增资

投入到全资子公司新经典网络，用于其建设“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延



期“版权库建设项目”至 2022年 4月，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

规模不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已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

投入进度

（%） 

理财收益 

及利息净额 

1 版权库建设项目 43,465.97 30,803.81 70.87 4,886.40 

2 
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

期）（原：图书发行平台项目） 
15,925.48 14,647.75 91.98 2,043.01 

3 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 7,000.00 100 0 

合计 66,391.45 52,451.56 -- 6,929.41 

注：1、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人民币已按规定使用完毕，

并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办理完毕该专户的销户手续； 

2、理财收益及利息净额系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现

金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产生的理财收益和利息净额（扣除手续费），下同。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情况 

为提高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拟对募投项目“版权库建设

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优化；拟将“版权库建设项目”募集资金部分理财收益、利

息净额共计 2,187.51 万元用于公司募投项目“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

同时对“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的承诺投资总额进行调整。 

同时，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公司适当延长“版权库建设项目”完成日期至

2024年 6月；延长募投项目“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完成日期至 2022年

12月。 

本次募投项目整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版权库建设项目 
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

（一期） 

总投资额 43,465.97 23,308.00 



 项目名称 版权库建设项目 
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

（一期） 

变

更

前 

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① 43,465.97 15,925.48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净额② 4,886.40 2,043.01 

变

更

后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净额调整③ -2,187.51 2,187.51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④=①+②+③ 
46,164.86 20,156.00 

总投资额 46,164.86 21,135.00 

变更情况 
调整募投项目投入、调

整内部投资结构、延期 
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延期 

二、关于本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版权库建设项目”原投资计划、变更具体情况及变更的原因 

1. “版权库建设项目”原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版权库建设项目”于 2016 年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完成备案手续

（津生函[2016]92号）。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资金的投入方向主要用于纸质图书版

权及影视剧改编权采购、图书策划开发、向出版社购书以及铺底流动资金，项目总

投资额 43,465.97 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决定延期“版权库建设项目”至 2022 年 4 月。 

“版权库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总投资额 43,465.97万元已于 2017年 4月 20日全部

到位，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本项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利息净额总计 4,886.40

万元。公司已投入本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30,803.81 万元，现金管理余额为 16,000 万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548.56万元。 

2.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对“版权库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优化，适当延长完成日期至 2024

年 6月。 

“版权库建设项目”拟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及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合计 

变更前 
版权采购支出：28,512.84 

图书采购支出：9,873.20 
43,465.97 



 项目及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合计 

图书策划支出(注 1)：4,290.17 

铺底流动资金(注 1)：5,591.70 

上年现金存量：-4,801.94 

变更后 
版权采购支出：32,407.37 

图书采购支出：13,757.49 

46,164.86 

（注 2） 

注 1：公司在“图书策划支出”及“铺底流动资金”项目均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并未

投入募集资金； 

注 2：变更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高于变更前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主要系募集

资金理财收益、利息净额差异所致。 

3.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原因 

在“版权库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内容产业不断发展，各类视频音频平台的成

熟和新技术的应用，丰富了“版权”的内涵，授权的形式也从纸质图书向更多样化的

内容产品拓展。同时，公司考虑到影视剧业务存在投入金额大、开发周期长、不可

控风险多等因素，对于影视改编权的采购投入更为审慎，导致项目建设进展晚于预

期。 

公司为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考虑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发展规

划，拟将项目中“图书策划支出”、“铺底流动资金”调整至“版权采购支出”，加强公司

“版权资产”的储备和建设，包括纸质图书、电子书、有声书，漫画、影视、广播剧等

改编权及其他衍生权等，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延长项目完成日期至

2024 年 6 月。 

（二）“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原投资计划、变更具体情况及变更

的原因 

1. “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原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经典网络，实

施地点为天津京滨工业园，项目总投资额 23,308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15,925.48

万元，建设期共计 24个月。 

本项目募集资金总投资额 15,925.48 万元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全部到位，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本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及利息净额为 2,043.01万元。

公司已投入本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14,647.75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320.74万元。 

2.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将“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额调整至 21,135 万元，其



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20,156 万元（包括原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5,925.48 万元及其理财

收益净额 2,043.01 万元，此外，公司拟将“版权库建设项目”募集资金部分理财收益

净额 2,187.51 万元调整至本项目）。同时，适当延长项目完成日期至 2022年 12月。 

调整后的“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投资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名称 
项目总投入 

调整前 调整后 

一 
工程费 

（含物流仓库、图书仓库、综合楼等类别） 
17,266 17,657 

二 
二类费 

（含土地出让金、税费、监理费等类别） 
4,316 3,308 

三 
预备费 

（不可预见因素预备，如涨价、变更等） 
1,726 170 

四 项目投入合计 23,308 21,135 

3.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原因 

“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对项目进度产生了较大阻碍，公司积极应对，加强了前期论证，进一步优化项目建

设及预算方案，为随后的项目施工进行了更充分地准备。目前，“新经典发行总部基

地项目（一期）”施工过程顺利，已满足可使用条件，正在进行后期核算及结算工作。 

公司预计本项目可合理降低成本 2,173万元，项目总投资降至 21,135 万元，其

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20,156万元，可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系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及募投项目实施需要从而

进行的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可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未实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向和项目基本实施内容，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投项目的延期，有利于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四、本次实缴注册资本情况 

（一）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基本情况 



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使用募投项目“版权库建设项目”募集

资金部分理财收益、利息净额共计 2,187.51 万元向新经典网络实缴注册资本。本次

实缴注册资本前后，新经典网络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拟实缴金额 

新经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21,476,200.00 21,875,119.00 

（二）新经典网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经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朱国良 

执行董事：朱国良 

注册资本：22147.6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大道 57 号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图书

批发，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均为：公司直接持有新经典网络 100%股权 

出资方式及增资方式均为：现金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审计基准日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1158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

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629.10 20,177.62 

资产净额 17,610.43 17,668.12 

营业收入 - 25.65 

净利润 238.09 57.69 



（三）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新经典网络进行实缴注册资本，主要基于“新经典发行总部基地项目

（一期）”募投项目实际运营需要，符合募投项目的建设需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审

议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后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新经典网络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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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对新经典网络实缴注册资本 2,187.51 万元将转入募投项目“新经典发行总

部基地项目（一期）”募集资金专户，以用于后续实施募投项目。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新

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暨对全资子公司实缴

注册资本的核查意见》。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2022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暨对全资

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