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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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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修订）》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83号）核准，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600,000.00股，发行价为 12.13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8,398,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250,000.0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6,148,000.00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6年 9月 27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237号

《验资报告》。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

况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城

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沙正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1837号）（以下简称“《1837号批复》”）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

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

100%股权。

香江科技100%股权交易对价为233,300.00万元，公司向香江科技原股东以现

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16.38%，即382,181,941.28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

对价的83.62%，即1,950,818,058.72元；同时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不超过

44,000万元人民币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并购重组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和相关交

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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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公司向沙正勇等

15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股)113,090,894.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17.25元/股，共计1,950,818,058.72元，上述

事项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天职

业字[2019]25241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9年4月24日，香江科技100%股

份已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向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上海投资）、余思漫、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基金）

询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019,928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认

购价格为人民币17.06元/股，共计募集人民币187,999,971.68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1 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58,264 87,999,983.84

2 余思漫 2,930,832 49,999,993.92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30,832 49,999,993.92

合计 11,019,928 187,999,971.68

2019 年 10 月 28 日，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发行费用

25,500,000.00元后，余额 162,499,971.68元缴存于公司交通银行上海延长路支行

310065073018800008341账号中。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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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年 10月 28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19]35600号”《验

资报告》验证。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78号《关于核准上海城地香江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1,2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

币，期限 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6,226,415.09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3,773,584.91元。

上述款项已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 3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上海农商银行静安支行（银行账号为 50131000814749893），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 2020年 8月 3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3653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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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79,024,626.37元，

其中：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合计金额 220,400,523.39元，2021年度使用募

集资金 58,624,102.98元，其中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8,624,102.98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 279,024,626.37 元，募

集资金专户已注销，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76,148,000.00元的差异金额为

人民币 2,876,626.37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金额及年末余

额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2,499,971.68元，

其中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62,499,971.68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 162,499,971.68 元，募

集资金专户已注销，注销时余额 39,340.83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62,499,971.68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39,340.83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

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40,835,584.91元，

其中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合计金额 393,335,584.91元，2021年度使用募集

资金 47,500,000.00元，其中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7,500,000.00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775,505,513.26元，

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93,773,584.91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22,567,513.26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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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

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公司董事会批准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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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公司地基专用装备升级改造及补充配套营运资金项目、技术中心项目、补充

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 27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

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得到

了切实履行。

因公司更换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现保

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

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

得到了切实履行。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已于 2019年 11月 1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现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已于 2020年 8月 7日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公司、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申江通科技有限公司及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 9月 4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310066221018800007094 已注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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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西支行
11017494951082 已注销 /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交通银行上海延长路支行 310065073018800008341 已注销 /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上海农商银行静安支行 50131000814749893 活期及结构性存款 695,304,880.42

中国建设银行金桥支行 31050161373600005815 活期 80,200,632.84

合计 / / 775,505,5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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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

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21年度募集资

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同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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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19万元。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365号鉴证报告。（详见公司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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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2021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投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不涉及相关募集资金的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现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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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10万元。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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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6723

号鉴证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

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

2021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原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在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中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

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3）。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原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50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并仅在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中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9年 5月 23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

2020年 4 月 9 日，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

6,5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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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现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6,5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在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中使用，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11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合计 6,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涉及相

关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不涉及相关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涉及

相关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现金管理，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现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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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 月，根据董事会授权，公司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了现

金管理的实施，购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实际认购金额合计为 4.8

亿元（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2021 年 5 月，前述部分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共收回本金 2

亿元及收益 1,620,164.39元。同时，公司继续对上述本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

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并对相应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实施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同月，前述中认购本金为 8,000万元的理财产

品到期，公司对其进行了及时的赎回共计收回本金 8,000万元及收益 631,232.88

元（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2021年 6月，根据董事会授权，公司使用前述募集资金 8,000万元继续进行

现金管理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3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9）。同月，公司于 2021年 2月使用募集资金 2亿元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公司对其进行了赎回并随后继续购买

相应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

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实施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2021 年 8 月，前述部分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共收回本金 2

亿元及收益 1,681,643.84元。同时，公司继续对上述本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

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并对相应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2021年 9月，前述中认购本金为 8,000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对其进行

了及时的赎回共计收回本金 8,000万元及收益 624,705.71元，本金及收益均已归

还至相应募集资金账户（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同月，前述部分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共收回本金 1.1亿元及收益

924,904.11元。同时，公司继续对上述本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银

行理财产品并对相应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在指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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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1-081）。

2021年 10月，前述中认购本金为 9,000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对其进

行了及时的赎回共计收回本金 9,000万元及收益 1,052,876.71元，同时，公司继

续对上述本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并对相应事项进

行了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2021年 12月，前述部分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共收回本金 2

亿元及收益 1,780,821.92元，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账户（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12月 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金额为 2亿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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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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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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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着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

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含利息收入）高于募集资金净额 10%，公司

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实施。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0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香江数

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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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9年 4月 24日，经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股东变更申请，香江科技

原股东合计 100%股份过户至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收购过程

详见本报告之“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之“（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

到账时间”之“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资

金到位情况”。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香江科技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最近一期经审计基准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一期经审计基准日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交割日净资产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净资产 145,518.71 137,906.56 76,814.20

可见，香江科技运营情况良好，净资产呈快速上升趋势。

（三）香江科技生产经营和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资产总额 329,409.37 322,830.82

负债总额 183,890.67 184,924.26

营业收入 135,516.40 209,835.44

净利润 7,602.15 29,089.33

（四）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2018年 4月 24日，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与沙正勇等业绩承诺方关于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根据协议

约定：

1）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的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8年度、2019年度及 2020年度。业绩承诺

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8,000万元、24,800万元和

27,200万元。实际净利润指经城地股份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业绩补偿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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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如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

于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其在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中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补偿，补偿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总额×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的交

易金额总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项下的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业绩承诺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由业绩承诺方以等额现金方式补足。

○2 各期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为非整数的，向上取整数部分。

○3 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的，

则业绩承诺方用于补偿的股份数或价格相应调整。

○4 业绩承诺方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占业绩承诺方合计

获得的交易对价总和的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该承担的盈利补偿义务金额。

○5 对于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并收到上市公

司发出的补偿通知书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第七条约定履

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3）业绩承诺实现和履行情况

香江科技是一家集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系统集成、运营管理和增值业务为一

体的 IDC全产业链服务商。2019年度和 2020年度，香江科技经营状况较好，业

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04.54%和 101.42%。具体承诺业绩及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业绩承诺（a） 27,200.00 24,800.00

实际完成（b） 27,584.94 25,925.89

差额（b-a） 384.94 1,125.89

完成率 101.42% 104.54%

香江科技 2019 年和 2020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关于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0]16856号）。和《关于上海城

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2021]156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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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交易完成后，香江科技在上市公司的良好协同下，经营状况良好，业

绩持续增长。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香江科技分别实现净利润 27,564.12万元

和 29,089.33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5,925.89万元和 27,584.94万元，高于并购时两期的业绩承诺 24,800.00 万元和

27,200.00万元，超额完成了业绩承诺。截至报告期末，业绩承诺方无需进行业

绩补偿。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有关内容一致。

六、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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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八、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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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2021年12月31日，城地香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

构对城地香江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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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附件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附件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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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截至日期：2021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614.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62.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902.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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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专用装备升级改造及

补充配套营运资金项目
否 22,063.25 22,063.25 22,063.25 1,280.00 17,768.50 -4,294.75 80.53 2021年 6月 3,072.25 是 否

技术中心项目 否 2,683.18 2,683.18 2,683.18 2,683.18 100.00 2020年 6月
不适

用
否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否 2,868.37 2,868.37 2,868.37 4,582.41 7,450.78 4,582.41 259.76 否

合计 27,614.80 27,614.80 27,614.80 5,862.41 27,902.46 287.66 3,0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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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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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19万元。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365

号鉴证报告。（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0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现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

金 6,5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在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中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详

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 6,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0年 12月 28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再延期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及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同时结合市场环境适当调整安排项目进度，拟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详见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7）

2021年 11月 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着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议案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含利息收入）高于募集资金净额 10%，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实施。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0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

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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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截至日期：2021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24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24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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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购买香江科技 100%股

权”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

构费及交易费用

否 16,245.00 16,245.00 16,245.00 16,245.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合计 16,245.00 16,245.00 16,245.00 16,245.00 100.00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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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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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截至日期：2021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9,377.3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5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083.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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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太智慧云谷数字科技产业

园项目一期
否 84,045.99 84,045.99 84,045.99 4,750.00 8,752.19 -75,293.80 10.41 2024年 2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否 35,331.37 35,331.37 35,331.37 35,331.37 100.00

合计 119,377.36 119,377.36 119,377.36 4,750.00 44,083.56 -75,2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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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现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311.10万元。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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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6723号鉴证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具体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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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涉及相关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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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2019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3、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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