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

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50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赛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

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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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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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询函中需要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五. 报告期内，除天与空收购项目 2020-2023 年业绩对赌期间股权对价

支付，你公司仅向首发募投项目投入 336.38 万元。请你公司： 

（1）请详细说明承诺投资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原因，项目所处市场环境、

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前述事项对你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及未来发展

的影响。 

（2）详细说明闲置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资金流向，是否存在变更资金用

途或直接间接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一）请详细说明承诺投资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原因，项目所处市场环境、

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前述事项对你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及未来发展



的影响。 

1、公司首发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向首发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原承诺投

资总额 

变更后投

资总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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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营销服务网

络拓展项目 
是 20,710.19 5,570.97 177.50 1,248.47 22.41%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品牌创意设计互

联网众包平台建

设项目 

是 13.29 13.29 —— 13.29 100.00% 已终止 

多媒体展示中心

及视频后期制作

建设项目 

是 4,663.96 3,645.51 75.68 471.19 12.93% 
2023 年 07

月 01 日 

品牌整合营销传

播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3,059.28 3,059.28 83.20 323.95 10.59%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品牌管理与营销

传播人才培养基

地建设项目 

否 2,073.49 2,073.49 0.00 6.62 0.32%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 30,520.21 14,362.54 336.38 2,063.52 —— —— 

注：①“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变更为“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

项目”、“天与空收购项目 2020-2023 年业绩对赌期间股权对价支付”以及“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②“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变更为“视频后

期制作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计划实施该项目，旨在通过加大服务网络布局实现公司业务扩张、提

高公司服务水平和客户粘性。自公司上市以来，项目所处的环境、可行性发生了

较大变化。一方面，公司于 2020 年收购了上海天与空广告有限公司，在夯实公

司主营业务基础上实现了公司在上海、北京开设子公司的计划，与该募投项目存

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另一方面，品牌营销传播方式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和疫情

重塑国际商业竞争格局的双重影响下快速改变，客户对品牌营销传播公司的营销

需要逐渐从聚焦内容策划能力，延伸至包括社媒资源整合、数据整合处理技术、



私域流量拉新促活等细分领域能力，而这些能力，很难通过开设复制公司基因的

子公司实现。因此，公司适时调整和优化了该项目的业务发展战略方向，在 2020

年 11 月变更了该项目的部分资金用途，并将该项目的实施方式调整为“自建分

子公司+与拥有资源优势、数据优势的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的双轨道模式。 

报告期内，除了自主研究及构建相关能力外，公司也与多家拥有相关技术及

数据基因的营销传播公司沟通合资成立新公司，而这些能力项下的公司正面临着

快速的迭代与发展，故在合资公司设立上，公司格外慎重。因此，公司也于 2021

年 6 月将该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7 月 1 日调整为了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177.50 万元，

系公司基于汽车营销业务发展的良好势头，在上海地区设立合资公司因赛（上海）

品牌营销广告有限公司。因赛（上海）品牌营销广告有限公司的设立也进一步推

动了公司汽车营销业务在报告期内的快速发展。 

（2）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说明 

该项目原分为两个板块，分别为搭建多媒体综合展示中心和建设视频后期制

作技术平台。自疫情以来，以人流、物流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线下展览受到很大冲

击，而营销智能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线下展览展会、公关活动等传

统模式向网络展会、网络直播活动等线上模式转型，使得该项目中的“多媒体展

示中心建设”的市场环境、可行性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公司在 2020 年 11 月

终止了该项目中的“多媒体展示中心建设”，并变更了该部分对应的募集资金用

途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而对于该项目中的“视频后期制作”部分，公司在 2021 年初通过反复的调

研考证、实地走访，对其可行性进行再次分析后，决定基于未来发展规划，通过

两年时间建立符合影视发展趋势的“商业影视闭环”，满足客户从视频策划、视

频拍摄到视频制作的全链路营销服务需求。因此，公司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由 2021 年 7 月 1 日调整为了 2023 年 7 月 1 日。 

报告期内，为加快“视频后期制作”项目的建设，公司增加了子公司广州意



普思影视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普思广告”）作为实施主体，并使用募

集资金向意普思广告增资了 900 万元。公司计划通过意普思广告投入 XR 技术、

三维技术、VR 全景技术等影视制作技术研发应用领域，并将新兴技术应用于不

同营销场景之中，进一步提升视频制作水准，满足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及视觉效果。

但相关技术的研发应用仍需一定周期，因此在报告期内实际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

较小。 

（3）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说明 

该项目主要分为两个板块，即对“品牌价值智能搜索系统”和“数字媒体智

能投放管理系统”两大项目进行研发。报告期内，为加快项目的投入，公司增加

了子公司广东因赛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赛数字”）及广东创意热店

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热店”）作为实施主体，其中创意热店负

责项目中涉及的研发任务，因赛数字负责为创意热店的研发任务提供底层模型与

方法论支撑。 

公司已围绕两大系统建立了 INSIGHT MarTech 营销科技研发中心，由创意

热店主导实施，以智能营销内容为突破口，进行智能营销内容技术、产品和平台

研发。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了“因赛智能营销引擎 INSIGHTengine”，基于

AI 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公司沉淀多年的品牌营销方法论和工具，构建

出了创意数字资产管理、平面创意智能生成和创意多元化延展的智能化创意生产

工具。虽然部分研发成果已应用于公司的直播营销、社媒营销、电商广告、平面

广告、创意延展等部分营销场景，但公司仍需进一步验证测试，后续公司将会持

续通过因赛数字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进行反复实践与完善，保证使用效率与服务

质量。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经谨慎研究和讨论，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1 年 7 月 1 日调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内，公司投

入该项目的资金仅为前期研发支出的资金，金额较小。 

（4）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说明 

该项目拟租赁场地、购买电脑、服务器和办公软件等软硬件设备和相关教学

资源，聘请行业龙头企业、世界知名高校、行业协会、著名品牌机构、政府、行

业大师，共同开展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领域的人才培养项目建设及人才培养方案



研究。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品牌营销智库的搭建以及推动因赛研究院的落地，

联合多方资源，针对与各方的合作方式、培训模式、执行计划等要素进行了多次

严谨探讨。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经谨慎研究和讨论，将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1 年 7 月 1 日调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内，该项目仍处于计划论证阶段，尚未投入资金。 

综上，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对上述首发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对各

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进行了延期。在 2022 年上半年结束后，

公司将根据各募投项目在 2021 年下半年和 2022 年上半年的进展情况，再次对其

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在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信息披露。如届时认为需要调

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司亦将及时披露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2、公司首发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对公司的影响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已在品牌营销领域形成了专业服务优势、营销技术优势、

人才团队优势、客户资源优势等核心竞争力。根据公司制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能够为各行业龙头企业客户提供全链条品牌管理与营销服

务的智慧服务企业，以基于深刻洞察力的品牌营销智慧，结合智能化的数字营销

技术，为客户的品牌发展和品牌营销全面赋能”。 

上述募投项目的开展，有利于公司巩固自身核心竞争力，助力公司发展战略

规划的实施。但公司日常主营业务的开展以及未来发展，并不依赖于募投项目的

实施。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稳健地推进募投项

目，谨慎地使用募集资金，更有利于公司看清行业发展生态环境以及行业发展格

局的变化趋势，更准确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相关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不会

对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及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详细说明闲置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资金流向，是否存在变更资金

用途或直接间接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 18,944.52 万元（含存



款及理财利息收入），其中 11,329.52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1,615.00 万元

用于进行现金管理，6,000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各募集资

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截止日余额 

1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安支行 
120908975910605 85,421,831.10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 
120908975910102 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44050153004600000870 25,361,103.52 

4 
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

厦支行 
15000099431258 102,480.03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 
120908975910804 1,121,984.05 

6 
广州意普思影视广告

制作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东站支行 
9550880227820100177 213,529.81 

7 
广东因赛数字营销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安支行 
120909834310703 66,148.66 

8 
广东创意热店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安支行 
120909641410808 1,008,101.69 

合计 113,295,178.86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615 万

元，其中 800 万元通过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购买保

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815 万元通过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站支行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户购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该购买理财的募集资金余额期末未作

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列示。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6,000 万元。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6,000 万元主要用于在日常业务经营中支

付供应商款项。 

综上，公司不存在变更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或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直

接或间接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每月直接从三方存管银行获取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账单，并保存获取过

程留痕； 

2、获取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制度，

分析公司募集资金投入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规定； 

3、获取公司资金使用有关资料，包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网银电子流水与银

行日记账等；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凭，获取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业

务合同或理财合同、会计凭证、银行回单等资料； 

4、查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公告及三会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补

流的三会资料等决策文件以及归还暂时补流募集资金的相关归还凭证； 

5、取得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说明； 

6、取得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鉴证报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7、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等人员，了解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相关问题，包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募投项目投资进度整体较慢

的具体原因及后续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用途或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及终止原因、公司临时补

流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实际去向等情况，了解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存

在相关重大不利因素或实施障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因赛集团历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或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用途或终止或延期或增加实施主体等事项，均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履行程序完备、合规，保荐机构均进行了相应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已补充披露募投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相关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

的原因主要系，公司项目所处环境及其可行性已发生较大变化，行业发展方向及

客户需求发生变化，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与优化募投项目的业务发展战略

方向；同时，公司相关技术的研发应用需要一定的验证测试周期，造成募投项目

整体进展较慢，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及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部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部分用于进行现金管理，

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不存在变更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或将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直接间接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蒋  迪              杨华川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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