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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向芒果传媒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999 号）

核准，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股票 57,257,371 股，发行价格 34.93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69.03 元，扣除承销费、

律师费、验资等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7,299,299.41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2,700,669.62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全部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了天健验[2019]2-16 号验资报告。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05 号）

核准，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90,343,304 股，发行价格为 49.81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9,999,972.24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14,207,871.0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85,792,101.2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全部到账，并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2021]2-29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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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6,160.00 万元。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04,987.45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活

期余额为 21,635.73 万元（其中本金 16,402.07 万元，利息 5,233.66 万

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40,000.00 万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36,540.63 万元。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45,268.28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活

期余额为 133,468.68 万元（其中本金 126,310.93 万元，利息 7,157.75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177,000.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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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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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9

年 1 月 8 日修订）。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管理。 

1、募集配套资金管理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独立财务顾

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财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与招商银行

长沙分行、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履行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等职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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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

履行符合相关规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招商银行长沙广电支行 账号：731902111510205 

建设银行长沙新世纪支行 账号：43050186373600000210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1,983,911,813.91 元以增资的方式

一次性拨付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快乐阳光”），用于实施“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和“芒

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的建设。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

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快乐阳光已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独立财务顾

问中金公司、财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符合相

关规定。快乐阳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账号：810000127690000001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 账号：79010309000025955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 年 8 月 16 日，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监管协议的履行符合相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情况如下表所

示：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账号：731902111510509 

建设银行长沙分行 账号：430501863736000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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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扣除发

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4,485,792,101.20 元以增资的方

式一次性拨付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快乐阳光，全部计入资本公积，用

于实施“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和“芒果 TV 智慧视听媒体服务平台

项目”。2021 年 9 月 10 日，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快乐阳光与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

管协议的履行符合相关规定。快乐阳光募集资金账户情况如下表所

示：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招商银行长沙广电支行 账号：731903720710111 

兴业银行长沙芙蓉同发支行 账号：368140100100240107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营业部 账号：79010302000001676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账号：810000290927000001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配套资金存放于各账户的活期存款

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项目名称 截止日余额[注] 

招商银行长沙广电支

行 
活期存款 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 1,622,795.89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活期存款 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 214,734,456.30 

建设银行长沙新世纪

支行 
活期存款 

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

出平台项目 
销户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

区分行 
活期存款 

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

出平台项目 
销户 

合  计 216,357,252.19 

[注]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活期余额为 21,635.73 万元，暂时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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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40,000.00 万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于各

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项目名称 截止日余额[注]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活期存款 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 8,115,373.58 

建设银行长沙分行 活期存款 
芒果 TV 智慧视听媒体服

务平台项目 
809,092.93 

招商银行长沙广电支

行 
活期存款 

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

自制 S 级综艺版权项目 
782,098,107.39 

兴业银行长沙芙蓉同

发支行 
活期存款 

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

采购 S 级影视剧版权项

目 

478,067,332.16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

区分行营业部 
活期存款 

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

自制（含定制）A 级影视

剧版权项目 

52,681,516.75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活期存款 
芒果 TV 智慧视听媒体服

务平台项目 
12,915,337.91 

合  计 1,334,686,760.72 

[注]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活期余额为 133,468.68 万元，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177,000.00 万元。 

三、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一。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二。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

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0 万元的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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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或存款类产品。上述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含）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中金公司、财信

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募集配套资金中“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中金公司、财信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

理，期末现金管理余额 40,000.00 万元，明细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止时间 

是否

到期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2 年

第 263 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9,900 

2022.5.20 至

2022.11.18 
否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2 年

第 264 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100 

2022.5.20 至

2022.11.18 
否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快乐阳光使用额度不超过 35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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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

理，部分产品到期赎回，获得收益 3,527.95 万元。期末现金管理余额

177,000.00 万元，明细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止时间 

是否

到期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1 年

第 450 期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1,000 

2021.9.30 至

2022.9.30 
否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1 年

第 454 期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1,000 

2021.9.30 至

2022.9.30 
否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2 年

第 050 期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22.1.21 至

2022.7.22 
否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2 年

第 054 期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22.1.21 至

2022.7.22 
否 

快乐 

阳光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长沙广电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看

涨两层 

保本浮动

收益性型 
45,000 

2022.4.1 至

2022.7.1 
否 

快乐 

阳光 

华融湘江银

行湘江新区

分行营业部 

华融湘江银行智

盈存款 
智盈存款 48,000 

2022.4.1 至

2022.9.2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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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止时间 

是否

到期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2 年

第 158 期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性型 
11,500 

2022.4.6 至

2022.9.23 
否 

快乐 

阳光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电广支行 

长沙银行 2022 年

第 159 期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性型 
11,500 

2022.4.6 至

2022.9.23 
否 

快乐 

阳光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长沙广电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看

跌两层 

保本浮动

收益性型 
35,000 

2022.6.21 至

2022.9.21 
否 

（三）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 

1、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 

2021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对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实施方式及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

司、财信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修订稿）》，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将采购 250 集年

度重点卫视剧的网络独家版权，项目建设期两年，第一年采购 100 集，

约合 2 部剧，第二年采购 150 集，约合 3 部剧。具体投资内容及进度

安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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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内容 部数 集数 投资金额 
投入时间 

T+12 T+24 

芒果 TV 版权

库扩建项目 

卫视年度重点

电视剧的网络

独家版权 

5 250 150,000.00 60,000.00 90,000.00 

合计 150,000.00 60,000.00 90,000.00 

公司按照既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项目安排，将《下一站是幸

福》、《山海经之上古密约》、《蜗牛与黄鹂鸟》、《以家人之名》

和《亲爱的自己》5 部卫视年度重点电视剧（共计 221 集）纳入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5 部电视剧的合同总金额为 85,300.00 万元。采

购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均已在芒果 TV 平台上进行播出。 

总体而言，公司已完成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 5 部卫视年度重

点电视剧的采购和上线，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进度符合预期，实际投资

额低于计划投资额主要是受到行业整体内容版权价格回归理性的影

响，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公司对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实施方式及资金使用计

划进行了调整，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继续采购影视剧网络独家版权。

同时，公司同步对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使用计划具体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投入时间 

T+12 T+24 T+36 T+48 T+60 

芒果 TV 版权

库扩建项目 
148,674.00 0.00 83,550.00 6,600.00 32,310.00 26,214.00 

合  计 148,674.00 0.00 83,550.00 6,600.00 32,310.00 26,214.00 

注：T 为募集资金到位当年年初。由于募集资金存在存款结息、现金管理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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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最终项目投入以实际投入金额为准。 

2、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对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中金公司、财信证

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募集资金原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1 硬件设备 23,765.72  15,574.28  39,340.00  

2 软件平台 5,200.00  5,460.00  10,660.00  

合  计 28,965.72  21,034.28  50,000.00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 2019 年已支付募集资金 212.30 万

元，调整后预计 2020 年及 2021 年使用募集资金 49,787.70 万元，募

集资金调整后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 

1 硬件设备 23,710.92  15,574.28  39,285.20  

2 软件平台 5,042.50  5,460.00  10,502.50  

合  计 28,753.42  21,034.28  
49,787.70 

[注]  

[注]募集资金原使用计划与调整后计划差异系 2019 年度已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 212.30 万元。 

2021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对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中金公司、财信证

券出具了核查意见。募集资金调整后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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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注] 2021 年 合计 

1 硬件设备 650.09 38,635.11 39,285.20  

2 软件平台 10,238.62 263.88 10,502.50  

合  计 10,888.71 38,898.99 49,787.70  

[注]其中 2020 年数据为 2020 年度已实际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

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阳光”）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期

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背书

转让，下同）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

和财信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议案》，同意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703,945,553.67 元及已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475,471.70 元（不含税）。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芒果超媒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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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386 号，以下简称《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8 月 9 日，

快乐阳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703,945,553.67 元，涉及项目为“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该项目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明细以及拟置换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

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

动资金 
合计 

采购 S 级影视剧

版权 
109,200.00 35,350.00 - 35,350.00 35,350.00 

自制（含定制）

A 级影视剧版权 
64,980.00 9,703.31 - 9,703.31 9,703.31 

自制 S 级综艺版

权 
 226,800.00 25,341.24 - 25,341.24 25,341.24 

合  计 400,980.00 70,394.55 - 70,394.55 70,394.55 

此外，根据《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8 月 9 日，公司以自筹资

金支付的部分律师费 475,471.70 元（不含税），本次拟进行置换

475,471.70 元。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置换已全部完

成。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在实施 2020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背书转让，下同）支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

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



 

13 

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在 2017 年规划，2019 年完

成募集配套资金后开始实施。2021 年年末，项目按计划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2022 年 4 月 21 日，芒果超媒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

屏播出平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

意见。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截至报告期，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销户，结余募集资金 39,059.99 万元（含利息）转出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17,000.00 万元外，公司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内。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

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情况。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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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8,270.0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16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987.4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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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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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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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

目 
否 148,674.00 148,674.00 6,160.00 92,310.00 62.09%  [注 1]  否 

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

播出平台项目 
否 49,558.00 49,558.00 0 12,677.45 100% 

2021 年

12 月 31
 

不适用 

[注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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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98,232.00 198,232.00 6,160.00 104,987.45 62.09% --  -- -- 

 

合计 -- 198,232.00 198,232.00 6,160.00 104,987.45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项目是在 2017 年规划，在 2019 年募资到位后实施。实施过程中，行业的

市场及技术环境发生一定变化。因此，公司在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在使用过程中对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延长资金使用期限到 2021 年，导致报告期内资金使用进度与原使用计划产生差异。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对芒

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2021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对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

平台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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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芒果 TV 版权库扩建项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计划完成了 5 部卫视年度重点电视剧的采购和上

线，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进度符合预期，实际投资额低于计划投资额主要是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导致内容版权价格

回归理性的影响，因此公司实际采购的电视剧的单集价格较此前预计的单集价格有所下降。2021 年 11 月 28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七次议审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项目实施方式及使用计划的案》，对芒果 TV 版

权库扩建项目实施方式及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财

务顾问出具了核查意见。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将剩余募集资金用

于继续采购影视剧网络独家版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快乐阳光”）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和背书转让，下同）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

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按计划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结余募集资金 39,059.99 万元（含利息）转

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结余的原因是项目募集资金规划以硬件平台投资为主，主要包括节点服务器、交换机、

存储服务器等设备采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云计算技术迅速发展，公司也积极把握科技创新带来的机遇，通

过采购商业 CDN 和云资源替代原有的硬件采购规划，在不影响项目实施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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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另外，公司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人员投入，加大自研力度，坚持国有化、自主化，

以自研替代外采，研发团队人数从 287 人增至 558 人，本项目产出专利 70 个。对于本项目，除募集资金投入外，

公司亦使用累计约 16,459.93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至研发人员、商业 CDN、云资源等方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暂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40,000.00 万元，其余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注 1：将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效益测算。 

注 2：芒果 TV 云存储及多屏播出平台项目：立足于全面提升用户全平台观看的体验度，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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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8,579.2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540.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5,268.2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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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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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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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内容资源库扩建项

目 
否 398,587.78 398,587.78 36,335.91 145,063.56 36.39%  [注 1]  否 

芒果 TV 智慧视听

媒体服务平台项目 
否 49,991.43 49,991.43 204.72 204.72 0.41%  [注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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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48,579.21 448,579.21 36,540.63 145,268.28    -- -- 

 

合计 -- 448,579.21 448,579.21 36,540.63 145,268.28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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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03,945,553.67 元及已支付部分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475,471.70 元（不含税）。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金

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置换已全部完成。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在实施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背书转让，下同）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暂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177,000.00 万元，其余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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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 1：将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效益测算。 

注 2：芒果 TV 智慧视听媒体服务平台项目：已于 2022 年一季度完成立项并持续投入。该项目立足于提升未来在超高清视频、交互视

频、可重复消费视频等的整体平台级解决方案，加速芒果 TV 在资源、技术、服务、业务、流程方面的融合，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故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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