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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

字[2007]500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 2020 年 3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26 日证监许可〔2015〕1414 号文《关于核

准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杨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核准，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珠海安赐互联柒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珠海安赐互联捌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宏升融创股权投资

合伙企（有限合伙）、厦门时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7,057,941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0.02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1,499,999.88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3,811,320.75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327,688,679.13 元，已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全部到位，业经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广会验字[2015]G15002420065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管

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福田支行 
44201503500052559327 329,999,978.82 0 已注销 

合  计   329,999,978.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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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341,499,999.88 元汇入中国

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27日将扣除相

关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1,500,021.06 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329,999,978.82 元汇入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768.8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2,772.14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2015 年： 32,758.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2016 年： 13.2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支付购

买博韩

伟业

100%股

权的部

分现金

对价 

支付购

买博韩

伟 业

100%

股权的

部分现

金对价 

32,768.87 32,768.87 32,772.14 32,768.87 32,768.87 32,772.14 3.27 - 

合计： 32,768.87 32,768.87 32,772.14 32,768.87 32,768.87 32,772.14 3.27 - 

 

注：实际投资金额 32,772.14 万元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32,768.87 万元，主要

系实际投资金额包括使用了账户中的利息 3.27万元。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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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未发生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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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最近三年承诺效益 截止日 

累计承诺效

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 

支付购买博韩伟业

100%股权的部分现

金对价 

不适用 16,000.00 14,000.00 15,550.00 45,550.00 -31,343.94 7,196.95 11,568.88 -12,578.11 否 

合计  16,000.00 14,000.00 15,550.00 45,550.00 -31,343.94 7,196.95 11,568.88 -12,578.1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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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数 11,568.88 万元较承诺盈利数 15,550.00 万元少 3,981.12 

元，盈利承诺完成率为 74.40%。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原因： 2017 年，随着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

融合，促进了传统产业革命性转型。面对快速变革的产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及应用

变革等新形势，博韩伟业为满足重点行业发展需求的信息化解决方案，积极开展创新

实践，加大重点技术及面向应用层的二次技术开发投入，通过持续对沈阳研发中心建

设投入，积极推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在物联网平台、大数据信息采集、智能

机器人应用及智能物流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行业客户进行深入的多

维度合作，开发了患教服务系统及机器人运营服务平台，全新研制了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 X 光机。博韩伟业坚持精耕细作，为更好服务于重点客户的信息化需求，主动放

弃了部分项目，针对重点客户从平台、终端、流程及运营模式等全面为其迭代。博韩

伟业目前正处于战略转型期，部分新业务、新技术尚处于开发阶段，报告期内相关投

入加大，尚未形成完善的生态链及规模效益，因此导致 2017 年度业绩未完成承诺。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 7,196.95 万元较承诺盈利数 14,000.00 万元少 6,803.05 

万元，盈利承诺完成率为 51.41%。 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原因：2018 年虽在重点

领域开展业务布局，但受经济环境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新项目开展不及预

期，以及重点客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机构整合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其 2018 年经营业绩下滑。 

 

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31,343.94 万元，比承诺净利润 16,000 万元少-47,343.94 万

元。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原因：1、博韩伟业虽 2018 年度在重点领域开展业务 

布局，但受经济环境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新项目开展不及预期； 2、中邮

速递与博韩伟业部分业务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结算，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后博韩伟业

于 2020 年 1 月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由于该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基于谨慎性原则，将与中邮速递 2019 年度部分 PDA 业务收入进行了冲减并对存在

减值迹象的资产和应收账款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导致 2019 年业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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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1、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7月 20 日，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华鹏飞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总额 90,332.73 125,009.98 107,939.12 95,924.16 35,287.47 

负债总额 42,688.30 48,795.25 43,475.56 44,466.58 3,357.93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47,644.43 76,214.73 64,463.56 51,457.58 31,929.54 

 

3、 生产经营情况 

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品；计算机系统

集成及服务；销售（含网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专

用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机械电气设备、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

医疗器械（仅限一类）、汽车、日用品、针纺织品、工艺品、礼品、文化体育用品、

办公用品、健身器材、照相器材、灯光音响设备、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

教育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4、效益贡献情况 

2015 年至 2019 年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31,343.94 7,196.95 11,568.88 12,718.27 10,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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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经逐项核对，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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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7月 15 日批准报出。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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