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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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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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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

式》等有关规定，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172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广田

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并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保荐人）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相结合的方式，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普通股（A 股）40,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1.9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079,200,000.00 元，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扣减尚未支付的承销费用和保

荐费用 71,492,800.00 元后，余额 2,007,707,200.00 元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汇

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账户号 开户行 存入金额（元） 

1 44201528600059111158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滨河支行 900,000,000.00 

2 337050100100110678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八卦岭支行 650,000,000.00 

3 7903015510000036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凤凰大厦支行 407,707,200.00 

4 4000029719200122452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 50,000,000.00 

合 计 2,007,707,200.00 



 

扣减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11,828,000.00 元后，本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95,879,2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2010]01020010 号”

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余额 688,468,970.6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27,660,295.84 

加：销户结存息基本账户转回募集资金账户 159.50 

减：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59,070,458.00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03,247,125.95 

加：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190,000,00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443,811,842.0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于 2010 年 1 月制订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

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分别与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凤凰大厦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定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2010 年 10 月用募集资金 28,228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

有限公司用于绿色装饰产业园基地建设项目，对该部分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0月 29日分别与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文锦渡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振华支行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更换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深圳广田高科

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原募集资金专户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更



 

换至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并于 2011 年 9 月 1 日与财富里昂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款项仅用于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部品部件生产建设项目。2012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更换募集资金专户

的议案》，同意广田高科将原募集资金专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文锦渡支

行（用于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原账号为

819813443508091001，银行自动更新账号为 769257945808），更换至广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账号为 812000491402010。并于 2012 年 4

月 5 日与财富里昂及广州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专

户款项仅用于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部品部件生产建设项目。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换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原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账号：

4000029719200122452，更换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账号：

7441210182600117917；同意将原募集资金专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凤凰大厦支行，账号：79030155100000362 中的超募资金转存至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账号：7441210182600117917 ，并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与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

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浦发银行深圳凤凰大厦支行 79030155100000362 募集资金专户 177,330.56 

浦发银行深圳凤凰大厦支行 79030167330000106 
七天通知存款 B

类 
4,168,516.95 

浦发银行深圳凤凰大厦支行 79030167020001095 六个月定期存款 81,156,861.05 

浦发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85,502,708.56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100110678 募集资金专户 105,204.36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200057265 七天通知存款 14,205,693.39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200067914  50,000,000.00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200074356 智能定期 20,000,000.00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200068076  50,000,000.00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200068192 智能定期 40,000,000.00 

兴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74,310,897.75 

建设银行深圳滨河支行 44201528600059111158 募集资金专户 64,390,384.94 

建设银行深圳滨河支行 
4420152860004901207

4*000*34  
6 个月定期存款 23,462,049.96 

建设银行深圳滨河支行 
4420152860004901207

4*000*37 
三个月定期存款 51,076,382.93 

建设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38,928,817.83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19200188000145851 募集资金专户 310,933.09 

江苏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310,933.09 

广州银行深圳分行 812000491402010 募集资金专户 1,903,887.78 

广州银行深圳分行 812000491421135 七天通知存款 4,000,000.00 

广州银行深圳分行 812000491422117 六个月定期存款 10,310,371.60 

广州银行深圳分行 812000491422109 六个月定期存款 25,775,929.00 

广州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41,990,188.38 

中信银行深圳红树湾支行 7441210182600117917 募集资金专户 2,768,296.43 

中信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2,768,296.43 

募集账户余额合计     443,811,842.0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中幕墙铝合金产品生产项目的变更：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具体实施。2012 年 9 月 28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决定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310 万元收购深

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方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中幕墙铝合金产品生

产项目与控股子公司方特装饰工业园生产项目（幕墙专业生产加工）重复，且方

特装饰在幕墙专业领域实力较为突出，其筹建的工业园为幕墙专业生产加工基

地，专业性强、规格更高，因此取消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中幕墙铝合金



 

产品生产项目。 

截止 2012 年 12 月 5 日，幕墙铝合金产品生产项目所需厂房建筑工程已完

工，已采购生产设备 546 万元。幕墙铝合金产品生产项目取消后厂房将用于绿

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其他项目，已采购的 546 万元幕墙设备以原价转让

给深圳市方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转让价款已返回募集资金账户。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编制单位：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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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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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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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  是         28,228.00          28,228.00         28,228.00 100.00% 2012年12月31日       -1,031.04  否  否

设计研发中心项目  否          7,752.00            7,752.00                    - 0.00% 2012年12月31日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优化建设项目  否          6,919.10            6,919.10           -947.97           2,513.12 36.32% 2012年12月31日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2,899.10          42,899.10           -947.97         30,741.12 71.66%       -1,031.04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营销网络优化建设项目资金缺口购买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          6,013.61            6,013.61        -5,413.61  0.00% 2012年12月31日  不适用  是

成都市华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60%股权收购          4,896.00            4,896.00           4,896.00 100.00%           584.82  否  否

深圳市方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          8,310.00            8,310.00           8,310.00 100.00%        1,532.35  不适用  否

深圳市新华丰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          3,063.00            3,063.00         3,063.00           3,063.00 100.00%            22.97  不适用  否

南京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收购         15,480.00          15,480.00       15,480.00         15,480.00 100.00%           791.57  不适用  否

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104.75  不适用  否

深圳市广田软装艺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304.59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8,500.00            8,500.00           8,500.00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85,861.22          85,861.22       11,324.71         75,324.71 87.73%

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         11,565.00          11,565.00         3,725.62           8,936.46 77.27%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56,688.83        156,688.83       28,179.72       137,510.17 87.76%        2,731.87

合计       199,587.93        199,587.93       27,231.75       168,251.29 84.30%        1,700.8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4年度

                             27,231.75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附表1：

募集资金总额                               199,587.9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68,251.2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7、2012年9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8,310万元收购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方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22日、11月20日、12月11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8310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2012年11月10日，方特装饰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由丁荣才变更为汪洋，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增加了建筑幕墙工程、金属门窗工程的设计，其他事项不变。

8、2013年10月15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设立工程产业基金管理公

司。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10,000万元用以作为设立工程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款，截至报告日，工程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已完成

工商登记，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为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为440301108371598，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田延

平，成立日期为2013年11月21日。公司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投资管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委托贷款。

1、公司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因产能利用率低于预计进度，公司目前销售规模偏小，而由于前期投资额较大， 新投产生产线达到稳定生产需要一个过程，在形成规

模生产之前， 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较高， 由此导致目前产品毛利率偏低，未达到预计效益；2、公司设计研发中心项目目前尚未投入，主要系公司尚未购置到适应设计

研发中心发展需求的办公楼；3、营销网络优化建设项目，因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根据市场拓展实际需要来安排分公司的新设及改扩建， 原定新设及改扩建一、二级分公

司的进度比预定计划有所延缓，以及购买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项目取消，已支付预付款1,018.51万元及资金成本89.93万元返回募集资金账户的原因，该项目未达到计划投资

进度；4、成都市华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60%股权收购项目业绩承诺期截止日为2014年12月31日，业绩承诺期内成都华南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指标，经与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周玉章协商达成如下补偿方案：（1）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周玉章补偿公司3,600万元；（2）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成都市

广田华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股权按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周玉章有权从公司或公司

指定的第三方回购20%股权）；5、深圳市方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项目业绩承诺期截止日为2015年12月31日，因业绩承诺期未满不适用“是否达到预计效益”；6

、南京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收购项目因业绩承诺期未满不适用“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补充营销网络优化建设项目资金缺口购买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项目，由于交易对手未能如期交房，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友好协商，公司拟取消购置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由
对方退回公司已预付的购房款及相应资金成本。公司董事会已对外发布公告。2014年12月30日交易对手已将该项目预付款5,413.61万元及相应资金成本477.95万元返回募集

资金账户。

适用

公司于 2010 年9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1.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7,9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8,332.08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9,587.92万元，较原募集计划42,899.10万元超募156,688.82万元。

1、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10年10月25日使用部分超募资金8,500.0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2、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29日、2011年1月30日、2011年4月25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

资金共计人民币15,000.00万元用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2011年4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6,013.61万元补充营销网络优化建设项目

资金缺口用于购置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公司已于2011年6月30前向交易对手广州合银广场发展有限公司预付了购房款共计人民币6,432.12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部分

5,413.61万元）。由于对方未能如期交房，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取消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超募资金部分款项已于2014 年12 月30

日返回募集资金账户。

4、2011年6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分别于2011年6月30日、2011年10月28日、2011年12月21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30,000.00万元用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2012年4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4896万元收购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市

华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60%股权。公司分别于2012年4月28日、5月14日、5月30日、6月26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4,896.00万元支付大海川投资公

司股权转让款。2012年5月21日，成都市华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式更名为成都市广田华

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2012年5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审议并通过，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

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事项，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11,565万元补充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12、2014年5月15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15,480万元支付受让陆宁持有的南京柏森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首期转让款。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6月27日、7月1日、7月9日、12月9日分别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超募资金4,644万元、2,740万元、5,000万元、

3,000万元、96万元用于支付股权首期转让款。2014年6月11日南京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名称由南京

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2014年10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40,861.215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

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30,324.71万元用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有10,536.51万元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存放于各募集资金项目专户，并正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

截止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和监管执行情况良好。

9、2012年10月25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31日，11月29

日，12月13日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19,000万元到自有资金账户，公司已于2013年4月23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3年11月2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1月28日

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19,000万元用以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4年7月23日，公司将上述19,000万元资金提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同时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全部归还完毕。

10、2013年11月2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设立软装公司。公司于

2013年12月24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作为设立软装公司款。截至本报告日软装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为深圳市广田软装艺术有限公司，注册号为440301108705458，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

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伟华，成立日期为2014年1月16日。

不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57.8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了中审国际鉴字【2010】01020125号《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2011年3月已完成置换。

不适用

11、经公司2013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深圳市新华丰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丰”或“目标公司”）法人股东深圳市

东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胜投资”或“转让方”）签署了《深圳市新华丰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3,063万元的价格受让东胜投资

持有的新华丰51%股权。公司于2014年1月17日、21日、3月17日分别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超募资金200万元、718.90万元和2,144.10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2月

19日，深圳市新华丰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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