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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拟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郑州安全运营中心和

网络安全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及“广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议案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59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募集资金

款以人民币缴足，共计人民币 104,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1,692,924.53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3,307,075.47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到位，

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9]44050002 号

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注 1）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日累计投

入金额 

投资进度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项

目状态 

1 
济南安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5,700.00 5,700.00 5,032.05 88.28% 结项 

2 
杭州安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13,500.00 13,500.00 9,130.71 67.63% 建设中 

3 

昆明安全运营中心

和网络安全培训中

心建设项目 

37,300.00 - 1,804.57 - 终止 

4 

郑州安全运营中心

和网络安全培训中

心建设项目 

33,000.00 15,700.00 3,172.07 20.20% 建设中 

5 
重庆安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14,825.63 12,187.98 82.21% 结项 

6 
天津安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2,474.37 56.78 - 终止 

7 
广州安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35,500.00 28,594.14 80.55% 建设中 

8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00.00% 结项 

合计 104,500.00 102,700.00 74,978.30 73.01% -- 

注 1：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出变更，具体为减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郑州安全运营中心和

网络安全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投入的募集资金，并部分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即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重庆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和“天津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注 2：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

出变更：即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昆明安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安全培训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并

取消，同时，部分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即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州安全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 

注 3：经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

出变更：鉴于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公司计划终止并取消使用募集资金建设天津安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影响 

1、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募投项目“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在

2020 年 1 月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公司已于 2020 年与杭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标的为本次购置

的不动产，并于租赁期间已开始陆续建设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因该项目购置不动

产手续交割流程复杂，未能按照原建设计划时间购买不动产，结合该项目的实际

建设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杭州合众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将“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实施主体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办理完成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购置位于杭州市

滨江区西兴街道的不动产手续，并支付 7,956.52 万元。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募投项目“郑州安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安全培

训中心建设项目”计划通过郑州市安全运营中心的建设辐射服务全省，目前公司

已在积极开展募投项目建设，在当地租赁房产开展前期的网络安全服务。因两年

来政策快速推进，安全运营中心从省会城市正在向地级市发展，部分有条件的用

户也能够提供建设场地和部分设备。通过强有力的业务运作，现河南省内除郑州

市外，公司在三门峡和漯河市的安全运营中心已依次落地，其他省内地级城市正

在积极拓展中，从而使得原在省会城市建设安全运营中心服务全省的模式正在演

进到效率更高的省会城市与地级城市并举建设的模式，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约省

会城市的项目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快地占领市场，因此已减少对郑州安

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安全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金额。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募投项目“广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在

2021 年 1 月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实施主体启明星

辰（广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办理完成购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

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的不动产手续，并支付 27,690.41 万元。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杭

州、郑州、广州地区的复工复产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迟，对上述项目的建设和

相关客户需求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工程建设进度相应延迟，截至目前，上述项

目尚未建设完毕。 



鉴于以上原因，结合目前上述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

将“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郑州安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安全培训中心建设

项目”及“广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延长，使以上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郑州安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安全培训中

心建设项目”及“广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延长建设期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

也未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做出的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延期。 

2、监事会意见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郑州安全运营

中心和网络安全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及“广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延期是根

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市场变化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此次延期不属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启明星辰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中信建投对启明星辰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

议。 

 

五、备查文件 

1、启明星辰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启明星辰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