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作为江西国

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连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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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国光连锁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20]1145 号文《关于核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国光连锁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9,580,000 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5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0,547,000.00 元，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42,030,599.02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8,516,400.98 元，募集资金由保荐机构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瑞华验字[2020]01290002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74,542,765.20 元，2021 年

度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存入金额 188,562,911.92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77,948,789.17 

加：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3,258,312.08 

减：募投项目支出 39,329,669.63 

其中：本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31,577,419.68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74,542,765.20 

注：募集资金存入金额人民币 188,562,911.92 元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88,516,400.98 元差

额 46,510.94 元，为公司未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付的印花税。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上证发〔2022〕1号）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变更和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2020年7月23日，公司会同中信证券分别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同日，公司连同子公司赣州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会同中信证券、分

别与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8月21日，公司与子公司赣州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和九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1年2月3日，公司与子公司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以上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



 

不存在重大差异。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

同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接受保荐机构的监督，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

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1 

江西国光商

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吉州支行 

360501840

152000006

46 

33,615,700.00 56,286.80  

2 

江西国光商

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吉福支行 

143711010

40011360 
26,478,700.00 6,094,271.71  

3 

江西国光商

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西银行吉安

青原支行 

796900180

600017 
115,245,900.00 2,302,723.35  

4 

江西国光商

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安

青原支行 

757089700

000003896 
13,222,611.92 2,886,486.68  

5 
赣州国光实

业有限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赣州

分行 

287019800

000002280 
0.00 35,672,282.66  

6 

江西国光云

创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文清支行 

360501810

152000008

80 

0.00 27,530,714.00    

合  计 188,562,911.92 74,542,765.2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1、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577,419.68 元，累计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117,278,458.80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连锁门店改建项目主要涉及外部改造、内部地面翻新、天花板改造、水电及

后仓建设等工程，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主要为吉安及其周边区域连锁门店提供供货支

持，充分满足各类常温、低温、冷藏商品的收货、存储、调配需求，确保各类商

品拥有最佳的储存、中转环境，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主要对业务流程、数据分析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实现

信息系统软件、硬件、运维环境、管理技术的全方位提升，并拟设立企业独有的

一站式购物平台，为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提供业内领先的信息化竞争实力，为

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7,948,789.17 元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

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本次置换 

金额 

1 连锁门店建设项目 115,245,900.00 65,305,613.23 65,305,613.23 

2 连锁门店改建项目 26,478,700.00 4,434,882.94 4,434,882.94 

3 
吉安物流配送中心

升级项目 
33,615,700.00 1,508,586.00 1,508,586.00 

4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 
13,176,100.98 6,699,707.00 6,699,707.00 

合    计 188,516,400.98 77,948,789.17 77,948,789.17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20]01290069

号）确认，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

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1、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变更情况及原因如下： 



 

（1）原募投项目“赣州云星公园大观超市建设项目”变更为“赣州中央公

园店建设项目”，主要系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云星公园大观超市建设项目是

由赣州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国光”）与赣州华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意向书》拟定的物业进行建设的项

目，由于意向书约定该物业的交付日期已到期，租赁意向书已自动解除，未来赣

州国光不会就该物业与赣州华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因此为

确保“连锁门店建设项目”按计划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赣州云星

公园大观超市建设项目”进行变更。 

（2）原募投项目“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江

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物流存储中心子项目”，主要系：1）在吉安物流配

送中心现有库房内投入部分募集资金，购置安装先进的物流存储设备设施，提升

物流存储配送能力，实现吉安区域门店的供货配送保障，满足本区域近期门店发

展需求。2）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急需建设资金的智能化物流存储新项目，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是

公司从吉安、赣州区域的长远发展打造的智能化物流存储配送和生鲜食品加工项

目，利用科技手段，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高效组合，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

公司的仓储物流能力，提升智能化物流处理水平。将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该项目的物流仓储建设，并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而且

可以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和 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变更原因如下： 

“赣州云星公园大第超市建设项目”是由赣州国光与赣州金恒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意向书》拟定的物业进行建设的项

目，由于工程建设进度延期，导致无法在《房屋租赁意见书》约定的时间内交付

该物业，为确保募投项目的按时建设，故对“赣州云星公园大第超市建设项目”

进行变更。 

募投项目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原募投项目名

称 

本次变

更募集

资金金

额 

变更金

额占本

次募集

资净额

的比例 

变更后的募投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投入募集资

金额 

1 

连锁门店建设

项目--赣州云星

公园大观超市

建设项目 

956.00 5.07% 

连锁门店建设

项目--赣州中

央公园店建设

项目 

2,224.83 956.00 

2 
吉安物流配送

中心升级项目 
2,761.57 14.65% 

江西国光云创

科技智能产业

园--物流存储

中心子项目 

11,537.45 2,761.57 

3 

连锁门店建设

项目--赣州云星

公园大第超市

建设项目 

1,587.17 8.42% 

连锁门店建设

项目—赣州信

丰铂金湾店建

设项目 

2,637.17 1,587.17 

合计 5,304.74 28.14%  16,399.45 5,304.74 

上述募投项目中，“连锁门店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赣

州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不涉及实施主体的变更；“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物流存储中心子项目的实施

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涉及实施主体的变更。上

述变更的募集资金如产生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也将投入到新项目，项目建设资金

的差额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相关信息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公告编号：2021-048）。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

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年度内，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中央公园店建设项目由于开发商物业未

达到交付条件，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物流存储中心建设项目是公司从吉安、赣州



 

区域的长远发展打造的智能化物流存储配送和生鲜食品加工项目，利用科技手段，

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高效组合，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公司的仓储物流能力，

提升智能化物流处理水平，本项目属于配套服务，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的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西

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

报告》，发表意见为：“国光连锁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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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

反映了国光连锁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国光连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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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魏宏敏  秦成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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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851.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57.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304.7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27.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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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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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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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门店建设项目 是 11,524.59 11,524.59 11,524.59 1,570.23 8,121.83 -3,402.76 70.47 2022 年 12 月 -1,991.21 注 1 否 

连锁门店改建项目 否 2,647.87 2,647.87 2,647.87 1,105.82 1,896.37 -751.50 71.62 2021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

级项目 
是 3,361.57 600.00 600.00 226.37 611.80 （注 2）11.80 101.97 2021 年 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

能产业园－物流存储

中心建设项目 

是  2,761.57 2,761.57 44.51 44.51 -2,717.06 1.61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

目 
否 1,317.61 1,317.61 1,317.61 210.81 1,053.34 -264.27 79.94 2021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8,851.64 18,851.64 18,851.64 3,157.74 11,727.85 -7,123.79 62.2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本年度内，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中央公园店建设项目由于开发商物业未达到交付条件，造成项目进度延期。连

锁门店改建项目及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主要系部分合同尾款尚未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 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急需建设资金的智能化物流存

储新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是公司从吉安、赣州

区域的长远发展打造的智能化物流存储配送和生鲜食品加工项目，利用科技手段，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高效组

合，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公司的仓储物流能力，提升智能化物流处理水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7,948,789.17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上述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20]01290069 号）确认，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连锁门店建设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其原因为：部分门店项目建设进度未达到预期；新建门店产生效益需要经过培育期；受疫情和社区团购等影响，实体零售行业受冲

击比较大。 

注 2：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比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多 11.8 万元，系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一并投入该项目。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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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

州中央公园店建设项目 

连锁门店建设项

目--赣州云星公

园大观超市建设

项目 

956.00 956.00 262.00 262.00 27.41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

州信丰铂金湾店建设项

目 

连锁门店建设项

目--赣州云星公

园大第超市建设

项目 

1,587.17 1,587.17 756.52 756.52 47.66 2021 年 12 月 -375.77 不适用 否 

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

项目 
吉安物流配送中

心升级项目 

600.00 600.00 226.37 611.80 101.97 2021 年 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

产业园--物流存储中心

子项目 

2,761.57 2,761.57 44.51 44.51 1.61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904.74 5,904.74 1,289.40 1,674.83 28.36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1）将“连锁门店

建设项目--赣州云星公园大观超市建设项目”变更为“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中央公园店建设项



 

目”，2）将“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

--物流存储中心子项目”。 

将“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云星公园大观超市建设项目”变更为“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中央

公园店建设项目”的变更原因为该项目原是由赣州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国光”）

与赣州华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意向书》拟定的物业进行

建设的项目，由于意向书约定该物业的交付日期已到期，租赁意向书已自动解除，未来赣州国光

不会就该物业与赣州华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为确保“连锁门店建设项目”

按计划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故对“赣州云星公园大观超市建设项目”进行变更。 

将“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物流存储

中心子项目”主要系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急需建设资金的智能化物流存储

新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故将“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升级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江西国

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物流存储中心子项目”。江西国光云创科技智能产业园是公司从吉安、赣

州区域的长远发展打造的智能化物流存储配送和生鲜食品加工项目，利用科技手段，将信息流、

资金流、物流高效组合，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公司的仓储物流能力，提升智能化物流处理水

平。将吉安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该项目的物流仓储建设，并没有改变募集

资金的投向，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021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会议，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连锁门店建设项

目--赣州云星公园大第超市建设项目”变更为“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信丰铂金湾店建设项

目”，变更原因为该项目原是由赣州国光与赣州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签

订的《房屋租赁意向书》拟定的物业进行建设的项目，由于工程建设进度延期，导致无法在《房

屋租赁意见书》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该物业，为确保募投项目的按时建设，故对“赣州云星公园大

第超市建设项目”进行变更。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信息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本年度内，连锁门店建设项目—赣州中央公园店建设项目由于开发商物业未达到交付条件，造成

项目进度延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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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