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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8 月 4 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2016] 

1334号文《关于核准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上海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93,5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1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52,765,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5,377,2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907,387,800.00 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

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1049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694,722.84，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20,692,813.35元，2022年上半

年度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3,912,842.65 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44,998,837.76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31,693,824.41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为 0.00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31,693,824.41 

(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330,475,704.60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27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60,475,704.60  

减：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2,694,722.8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3,912,842.65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331,693,824.41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0.00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331,693,824.4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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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

方式 
余额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6471423041 活期 292,975,806.87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6871425684 活期 12,734.8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3051134 活期 231,339.65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1673200934 活期 3,089,667.3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5173199104 活期 816,209.9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3121557 活期 249,255.28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7773768778 活期 89.3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9073883600 活期 421,857.69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7773887593 活期 13,056.0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6474116809 活期 421,785.25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1674470229 活期 28,250.13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6874650945 活期 7,947,933.9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2075679537 活期 35,046.55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4275537389 活期 781,953.4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4675566458 活期 4,362,506.94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2075571952 活期 1,212,310.87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8175511683 活期 1,137,416.1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3375395843 活期 1,644,937.2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9474955713 活期 1,979,570.98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0374839706 活期 69,470.07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8372108 活期 2,217,934.6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0778557898 活期 -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5978423725 活期 -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5532928 活期 -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4281753062 活期 12,044,691.35  

合计   331,693,824.41 



2022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和置换情况。 

3.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上半年度，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

的实际使用情况(6)”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5.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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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1 年 10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7,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大型

银行存款或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决议有效

期内本公司可根据存款或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上半年度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止时间 

期限

(天) 

年化收

益率 

是否

到期 

实际年化

收益率 

收益 

(万元)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

行：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 

2021.12.07-

2022.02.15 
70 3.1100% 是 3.1100%  29.82 

上海银行白玉支行：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7,000 

2021.12.16-

2022.06.22 
188 3.2000% 是 3.2000% 115.38 

上海银行白玉支行：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5,000 

2021.12.09-

2022.06.08 
181 3.1000% 是 3.1000% 230.59 



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根据募投项目投入使用。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截至报告期末，2022年上半年度完成变更募投项

目的资金尚未投入使用。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7,387,8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94,7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48,312,7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0,692,8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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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1 

调整后投资总额 

附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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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2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附注 2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附注 2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新建影院项目 是 550,458,500 550,458,500 550,458,500 3,162,755 410,826,061 (139,623,439) 75% 未达到 12.54% 不适用 否 

自有影院改造升级

项目 
是 49,858,800 49,858,800 49,858,800 (468,032) 47,128,953 (2,729,847) 95% 未达到 13.34% 不适用 否 

上海影城升级改造

项目 
是 144,332,700 144,332,700 144,332,700 0 0 (144,332,700) 0% 未达到 - 不适用 否 

电子商务平台“上

影网”建设项目 
不适用 20,840,000 20,840,000 20,840,000 - 20,840,000 - 100% 2016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自主组建 NOC 影院

管理系统项目 
不适用 42,800,000 42,800,000 42,800,000 - 42,800,000 - 100% 2019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不适用 100,000,000 99,097,800 99,097,800 - 99,097,800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908,290,000 907,387,800 907,387,800 2,694,723 620,692,814 (286,694,986) 6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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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6)”。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3,912,842.65 元，系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形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附注 1：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8,290,000 元。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到位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未达到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本公司已按

照上述项目顺序依次投入，调整后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907,387,800元，不足部分由本公

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附注 2：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新建影院项目所涉及 33 家影城中已开业影城共计 25

家，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410,826,061元。因该项目尚未总体完工，尚未

能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评价其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止，自有影院改造升级项目所涉及 13 个影厅改造和 6 个影

城翻新改造中共有 8个影厅改造和 4个影城翻新改造项目完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共计人民币 47,128,953 元。因该项目尚未总体完工，尚未能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评价其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已对外转让。电子商

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实际投资主体为本公司之原全资子公司天下票仓(上海)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下票仓”)。本公司于 2018 年转让天下票仓 51%的股权至

上海晨韵实业有限公司，并丧失天下票仓的控制权。截止丧失控制权日，本公司已按照

投资项目承诺对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0,840,000 元。

该建设项目于对外转让时总体尚处于财务评价计算期的运营期，未能以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评价其已实现的效益。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自主组建 NOC影院管理系统项目已经投入使用。该项目不

单独核算投资效益，建成后将为公司自有影院及加盟影院服务，通过提高影院管理效率、

降低放映设备维修人员成本、减少放映事故、集中采购耗材等方式节约公司运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