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 

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必集团”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4 号）同意

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47.40 万股，发行价格为 51.47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9,350.6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62,197.2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1]4307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公司子公司、

公司孙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园区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

项目 
29,508.95 25,000.00 7,910.98 

1.1 
柏航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

体化升级项目 
3,784.62 3,200.00 865.69  

1.2 
芳华德必运动LOFT智慧精

装一体化升级项目 
3,392.26 2,700.00 1,228.86  

1.3 
昭化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

体化升级项目 
2,839.08 2,300.00 770.85  

1.4 
德必虹桥绿谷 WE"智慧精

装一体化升级项目 
4,469.85 3,300.00 1,862.08  

1.5 
沪西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

体化升级项目 
2,314.63 2,100.00 460.42  

1.6 
七宝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

体化升级项目 
4,242.30 3,900.00 641.65  

1.7 

虹口德必运动 LOFT-柳营

路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

目 

2,524.58 2,300.00 747.46  

1.8 
虹桥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

体化升级项目 
5,941.62 5,200.00 1,333.97  

2 星光德必易园项目 4,572.75 4,572.75  1,140.11  

3 德必岳麓 WE"项目 5,035.70 5,035.70  3,189.59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60.96 5,460.96  2,369.75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7,000.00 17,000.00 17,000.00 

合计 61,578.36 57,069.41 31,610.43 

注：合计数与加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计算形成的尾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610.43 万元（其

中包括：置换前期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12,269.91 万元，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19,340.52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人民币 25,843.81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并扣除手续费）。 

二、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概述 

（一）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为“德必岳麓 WE"项目”，本项目总投资 5,035.7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5,035.70 万元，主要用于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项目租赁期限 2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项目正常运营后，年均营业收入约

为 3,089.84万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822.96万元，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19.55%，



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约为 5.86 年（含建设期）。 

该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定计划。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必岳麓 WE"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89.59 万元，扣除项目已签合同未付款项 252 万元后，结余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625.03 万元（含利息收入并扣除手续费）。 

（二）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1、“德必岳麓 WE"项目”作为公司在长沙的首个项目，也是公司进驻华中

地区的首个项目，建设期内超期完成目标，投资回报期较预计情况大大提前。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保障项

目建设质量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严格管理，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节约了

建设支出。 

（三）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德必岳麓 WE"项目”已建设完毕，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

效益，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提高对股东的回报，公司拟将“德必岳麓 WE"项目”

结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新项目建设，新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核查意见“四、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将于该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

荐机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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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上述结余募集资金进行日常管理

和使用。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概述 

（一）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园区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总投资额为 29,508.95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25,000.00 万元，项目正常运营后，实现年均营业收入约为

30,263.28 万元，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21.88%，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约为 5.08

年（含建设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公司整体经营战略、发展规划及行业、

市场环境等因素，从合理利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拟终止“园

区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中的“芳华德必运动 LOFT 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

项目”、“昭化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沪西德必易园智慧精装

一体化升级项目”以及“虹口德必运动 LOFT-柳营路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

目”，并将上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195.88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

为 10.96%）以及“德必岳麓 WE"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1,625.03 万元，共计

7,820.91 万元（含利息收入并扣除手续费，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用于以下 2 个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德必庐州 WE"项目 4,495.69 3,084.27 

2 云亭德必易园项目 5,140.81 4,726.09 

合计 9,636.50 7,810.36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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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公司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芳华德必运动 LOFT 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

项目”、“昭化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沪西德必易园智慧精装

一体化升级项目”以及“虹口德必运动 LOFT-柳营路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

旨在对公司现运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通过引入智能化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实

现智慧化升级。鉴于芳华德必运动 LOFT、昭化德必易园、沪西德必易园以及虹

口德必运动 LOFT-柳营路园区智慧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基本可满足园区内企

业智慧化办公场景，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所降低。而公司作为

国内优质的产业园区运营服务商，为了实现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经营战略，

公司亟需凭借创意设计能力、优质的服务能力以及品牌效应的优势，将公司业务

快速拓展到全国重要城市或地区，完善国内市场布局，实现头部品牌效应。2021

年，公司以承租运营模式新签了“德必庐州WE"项目”及“云亭德必易园项目”，

拟在两地分别打造数字经济科技型智慧园区，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合肥及上海九



亭区域的园区服务能力。因此，从项目整体效益来看，相对于在现有园区进行智

慧化升级项目而言，在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新建智慧园区更切合公司当下的发展

战略要求，有利于公司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综合竞争实力，增强盈利能力。 

综上，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审慎决策，在充分考虑股东权益、资金使用

效益的基础上，结合“深化在国内一二线城市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经营战略

及整体发展规划，拟将“芳华德必运动 LOFT 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昭

化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沪西德必易园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

目”以及“虹口德必运动 LOFT-柳营路智慧精装一体化升级项目”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同“德必岳麓 WE"项目”结余资金一起用于“德必庐州 WE"项目”及

“云亭德必易园项目”。 

四、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投资计划及经济效益分析 

1、德必庐州 WE"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4,495.6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3,084.27 万元。项目以

承租运营模式运营，规划建设“德必 WE"”系列园区，通过投资园区设计与改

造，改善园区环境，完善园区功能及配套设施，提升园区使用价值，使其满足以

文科创企业为主的目标客户群办公和经营需求。 

（2）项目实施主体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德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设地点为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金赛路 389-399 号盛安广场。本项目以租赁房产的方

式实施，房屋所有权人、出租方为安徽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 18

年，不涉及新取得土地或房产的情形。 

（3）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规划建设“德必 WE"”系列园区，项目定位为“长三角（合肥）数

字经济科创中心”，拟构建起合肥对话长三角乃至全世界的桥梁，打造国际化智



能、创意办公新标杆，成为合肥地标级产业园区。该智慧园区将吸引互联网科技、

数字金融、5G、人工智能等企业入驻，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4）项目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为 14 个月，具体进度安排如下表所示： 

序号 内容 
项目进度（单位：月） 

1-2 3-6 7-9 10-12 13 14 

1 项目前期工作准备       

2 园区设计、改造工程       

3 软硬件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       

4 人员招聘及培训       

5 竣工验收       

6 园区招商与试运营       

（5）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495.69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额为 3,084.27 万元，

主要用于园区改造投入和其他前期支出。项目投资构成具体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占拟使用募集

资金比例（%） 

1 园区改造投入 3,268.77 1,976.71 64.09% 

1.1 工程费用 2,814.60 1,550.75 50.2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54.17 425.96 13.81% 

2 其他前期支出 1,226.92 1,107.56 35.91% 

2.1 租入成本 590.47 590.47 19.14% 

2.2 招商费 168.66 158.66 5.14% 

2.3 开办费 467.79 358.43 11.62% 

项目总投资 4,495.69 3,084.27 100% 

（6）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租赁期限 18 年，其中建设期 14 个月。项目正常运营后，年均营业收入

约为 1,870.68 万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464.87 万元，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17.04%，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约为 6.67 年（含建设期）。 



2、云亭德必易园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5,140.8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4,726.09 万元。项目以

承租运营模式运营，规划建设“德必易园”系列园区，通过投资园区设计与改造，

改善园区环境，完善园区功能及配套设施，提升园区使用价值，使其满足以文科

创企业为主的目标客户群办公和经营需求。 

（2）项目实施主体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淞亭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设地

点为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亭路 880 号。本项目以租赁房产的方式实施，房屋所

有权人、出租方为上海雄峰发展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 12 年，不涉及新取得土

地或房产的情形。 

（3）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规划建设“德必易园”系列园区，项目定位为“长三角数字文化创新

中心”，园区将聚焦智能制造、数字服务产业，打造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为主导产业的科技产业园，推动形成开放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数字城市应

用场景，营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生态。 

（4）项目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为 14 个月，具体进度安排如下表所示： 

序号 内容 
项目进度（单位：月） 

1-2 3-6 7-9 10-12 13 14 

1 项目前期工作准备       

2 园区设计、改造工程       

3 软硬件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       

4 人员招聘及培训       

5 竣工验收       

6 园区招商与试运营       

（5）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5,140.81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额为 4,726.09 万元，

主要用于园区改造投入和其他前期支出。项目投资构成具体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占拟使用募集

资金比例（%） 

1 园区改造投入 4,183.81 4,183.81 88.53% 

1.1 工程费用 3,767.02 3,767.02 79.71%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16.79 416.79 8.82% 

2 其他前期支出 957.00 542.28 11.47% 

2.1 租入成本 414.72 - 0.00% 

2.2 招商费 159.24 159.24 3.37% 

2.3 开办费 383.04 383.04 8.10% 

项目总投资 5,140.81 4,726.09 100% 

（6）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租赁期限 12 年，其中建设期 14 个月。项目正常运营后，年均营业收入

约为 2,073.15 万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522.17 万元，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16.13%，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约为 6.04 年（含建设期）。 

（二）项目备案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环评批复情况 

德必庐州 WE"项目 2112-340103-04-01-863355 不适用 

云亭德必易园项目 2201-310117-04-01-893286 202131011700000909 

注：根据合肥市生态环境庐阳分局出具的说明，德必庐州 WE"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审

批管理，无须进行环评登记备案。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云亭德必易园项目需取得文科创园区的认定。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认定文件正在取得中。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公司具备完善的管理体系，项目实施具备管理可行性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具备多年专业从业经历，公司

核心团队均立志长期深耕于园区运营管理行业，具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扎实的工

作作风，对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具有前瞻把握能力，有能力领导公司继续保持长



期、稳定及健康的成长。 

公司项目管理团队已精心做好了本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项目初期对于完成项

目目标而进行相应的调研活动，并根据目标和调研分析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评估。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项目计划、组织、协调、执行及控制能力，对

项目管理团队的建设、项目计划的执行、项目成本的控制、项目质量的管理以及

项目进度的把控都具备丰富的经验。公司完善的管理体系与丰富的行业经验有助

于项目找准目标、稳固开展，推动项目顺利完成。 

2、公司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项目实施具备实践可行性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文化创意产业园运营，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打造了

专业的服务团队并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能在各个环节做好规划、监督与审核，

提高每个环节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截至 2021 年 6 月，德必集团已在国内的

上海、杭州、北京、苏州、成都、南京、长沙、西安等多个城市，以及意大利、

美国等海外地区运营管理了 51 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运营管理面积约 82.56 万

平方米，整体项目数量、面积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凭借在创意产业园区运营方

面的规模优势，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新项目，吸引品牌客户入驻，提高公司对

物业持有方、供应商及客户的议价能力。此外，公司管理层具备行业前瞻性眼光，

着重布局行业重点业务，将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建立有效的人才培训制度以及健全的行业从业人员激励

机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园区运营人才。通过高水平设计能力和优秀的服务质量

在客户市场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传播效应，为公司培养了坚实的客户群体。丰富的

行业从业经验，是公司长期以来树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护城河，这也为本项目的实

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行业市场前景可观，项目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和指导意见加大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扶持力

度，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及发展规划明确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目标，两者

共同促进了国内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加速腾飞，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达到 39.2 万亿元，较上年增加 3.3 万亿元。自成立以来，公司作为产业园区的

运营服务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园区运营模式。德必庐州



WE"产业园定位于为区域数字经济科技型企业及个人提供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

专业办公场地及配套支持服务，打造“长三角（合肥）数字经济科创中心”，助

力合肥的数字经济科创企业发展。“云亭德必易园”产业园定位于为区域数字经

济科技型企业及个人提供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办公场地及配套支持服务，打

造“长三角数字文化创新中心”，助力松江区的数字创意企业发展。新建数字经

济属性产业园区，将有利于公司牢牢把握数字经济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综上

所述，项目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 

4、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实施具备经济可行性 

德必庐州 WE"项目总投资为 4,495.69 万元，预计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17.04%，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约为 6.67 年（含建设期）。云亭德必易园项目总投

资为 5,140.81 万元，预计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16.13%，所得税后投资回收

期约为 6.04 年（含建设期）。同时，上述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国家、

省、市支持的发展领域。项目与区域及所在地互适性较强，社会效益明显。 

（四）项目实施方式 

1、向相关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新增募投项目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相关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募投

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相关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 7,810.36 万元无息借款专

项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宜。具体

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实施募投项目名称 
以募集资金提供无

息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合肥德必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德必庐州 WE"项目 3,084.27 3 年，自实际借款之

日起算，到期后，如

双方均无异议，该款

项可滚动使用，自动

续期 

上海淞亭文化创意

发展有限公司 
云亭德必易园项目 4,726.09 

合计 7,810.36 

2、本次提供无息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合肥德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合肥德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20日 

法定代表人 陈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金寨路389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文艺创作；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服务；

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停车场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

外调查）；广告设计、代理；软件开发；市场营销策划；翻译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 

（2）上海淞亭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淞亭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2月29日 

法定代表人 陈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亭路880号6幢四层A25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文艺创作；工程管理服务；办公设备

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房地产咨询；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软件开发；

市场营销策划；翻译服务；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

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咨询策

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 

3、本次提供无息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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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分别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及实施募投项目的

相关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提供的借款资金将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中实施监管。 



五、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结合当前

市场环境及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变更后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是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

化资金和资源配置进行的相应调整。 

本次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本

次拟新增募投项目预计效益良好，已完成项目备案与环评工作。公司将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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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

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六、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

情况与未来发展规划，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相关全资子公司

提供合计 7,810.36 万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宜。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研

究后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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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

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德必集团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云亭德必易园项目尚需取得文

科创园区相关认定文件。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

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符合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结合当前市

场环境及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变更后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是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

资金和资源配置进行的相应调整，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

异议。（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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